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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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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李克强总理在宁波
考察时说：宁波人不仅仅要当“小
老板”，还要当“大老板”。我想，

“移植”这句话来勉励宁波的航运
人，丝毫不违和。

宁波出过好多“船王”，民国
时期的陈顺通，后来的包玉刚、董
浩云、顾宗瑞等。现在，宁波不仅
有世界大港，还是国内航运大市，
宁波有民营航运企业 143 家，这意
味 着 至 少 有 143 个 潜 在 的 “ 大 老
板”。很多人期盼：宁波有没有可
能再出一个或几个航运“大老板”
或“船王”？

有人认为很难。现在和过去相
比，经济发展模式和环境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前些年，国内一
些民营航运企业想做大做强，运力
达两三百万吨，但最终没有渡过
2008 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运力过
剩、资金链断裂等危机。

还有人认为，海运行业和其他
行业有区别，是高投入高风险行
业，要赚钱必须要有船。可是造船
投入非常大，造一条巴拿马货船，
最低也要 2 亿多元，而且投入周期
长，回报见效慢。民营船运企业要
想做大做强，不仅要有雄厚的资
金，还要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风卷
云舒的国际航运市场。

所谓“船小好调头”，在国际
航运业也是这个道理。做到一定规
模的民营航运企业，风险也相应增
加。航运业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非
常大，民营企业又过小，没有办法
去扭转这个局面。

拿船王包玉刚来说，在三四十
年前，他管理的船队在鼎盛时期运
力达 2000万吨，而宁波全市航运业
的运力总和，现在才突破 1000 万
吨 。 目 前 的 143 个 宁 波 航 运 老 板
中，拥有船舶运力超过 100万吨的
屈指可数，有的甚至只有一艘船。

航运业一直是宁波人主要也是
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上溯唐宋
时期，宁波航运史就是一部不断创
新、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

当近代上海崛起时，宁波人顺
势而上以沙船业起家。当新式轮船
出现时，因势而变以“宝顺轮”护

航。当社会变革时，宁波人又以香
港为中心缔造了庞大的“航运帝
国”，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业的一支
重要力量。

然而，沧海桑田，许多当年显
赫一时的航运企业，如今已难觅踪
影。未来，宁波民营航运企业里，
还需不需要一个或一批船王？答案
是肯定的。

我国航运业的规模和水平，还
远不能满足进出口贸易的需求，也
满足不了国家战略的需要。目前，
我国航运企业所承运的货物量仅占
进出口总量的 1/4，国际航运是我
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项目之
一，每年逆差额有数百亿元。

和体育产业一样，一个国家航
运业的强大，光靠国家队是不够
的，还要有一大批有实力、有活力
的民营企业。“宁波帮”有从事航
运的先辈和航运文化底蕴，宁波有
大港口的天然优势，从事航运业的
企业家，要有“出海”的雄心壮
志，才可能成为船王。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写过
一部风靡全球的小说 《小王子》，
其中有许多经典语言，比如“如要
建造一艘船，关键不是要发号施
令、搜集木头、分工细作，而是启
发大家对扬帆出海的无穷向往。”
这道出了成为“船王”的秘诀：动
力不在于追求金钱，而在于对事业

“蓝海”的无限畅想和不懈追求。
宁波民营航运企业扬帆出海，

存在着不少障碍，像“船老大”们
普遍缺少艰苦创业的信心与耐心
等。

一些“船老大”经常抱怨，后代
中，没几个愿意去“跑船”，嫌苦嫌累
嫌寂寞；一些“船老大”用赚来的钱
买房置业，宁愿让后代当“包租公”，
也不愿意让他们“浪里来浪里去”；
一些“船老大”喜欢低调，生怕“出了
名”惹来麻烦。

想成为“船王”，要有雄心壮
志，也要有环境和条件，比如政府
扶持、良好的营商环境等。当前，
宁波民营航运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
越好，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越来越
多，船王的“孵化环境”越来越成
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不光
是当老板，关键是要为社会创造出
响当当的业绩来。”宁波航运业的
大小老板们，应该为宁波再出“船
王”而奋斗和拼搏。

期待宁波再出“船王”

吴启钱

最近有个新闻，湖南湘西某小
学老师，把未捐款的十几名学生排
队录像“示众”。这件事表面上是
一种“逼捐”行为，其背后则涉及
未捐款孩子及其家庭的隐私保护问
题。

从来捐款唯自愿。捐与不捐，
捐多捐少，既与捐款者的经济能力
相关，也是其意愿的表现。这些都
属于个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是
他人不可置喙的隐私。以视频的方
式把隐私剥开，赤裸裸地示之于
众，不仅是胁迫，是对当事人的羞
辱，也是对他人的一种道德绑架和
威胁。

隐私是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
密活动、私密信息。简单说，隐私
就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事。人
类祖先摘树叶遮身，缝兽皮当衣，
隐私就被认可，就开始受到保护。
在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他
人知道的个人秘密，比如个人的私

生活、日记、相册、生活习惯、通
信秘密、身体缺陷、违法犯罪记
录以及捐款多少等等。这些秘密在
法律上称为隐私，其不受侵犯的权
利就叫隐私权。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似乎只有
现代西方文明才重视隐私保护。其
实不然，隐私保护也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内容。

孔子把“父为子隐，子为父
隐”当作一种道德上的“耿直”与

“正直”。民间有“家丑不可外扬”
的俗语，说的也是隐私保护问题。
日常生活中，小到传统家庭中使用
的屏风、中式庭院中的影壁，大到
护城河，还有现代住宅中的玄关设
置，都体现了隐私保护的意识。

当然，隐私保护不仅仅“护
短”与“护丑”，更是“护安全”。
隐私问题，首先是一个在社会中如
何保护个人安全的问题。作为群体
性生存的物种，人类总是聚群而
居，组成社区、村落和城市，却又
各筑其屋，各砌其壁，比邻而居；
即便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有不同房
间的区隔。盖房隔屋，既是为了身
体和财产的安全，也是为了隐私和
心理上的安全。有一句英语谚语

说：“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一个人的家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地
方，个人也一样。前几年，有平台
的订房记录被泄露，就对很多人的
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

隐私还直接关系到人的尊严。
康 德 说 ：“ 尊 严 是 个 人 的 本 质 属
性。只有确认并尊重人格尊严，人
才能真正成其为人。尊严一旦受到
侵害，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也失去了
存在的基础。”隐私即人之尊严所
系。除非是一种艺术表现，否则

“一丝不挂”的人，毫无任何尊严
可言。因而，保护隐私，就是保护
人之尊严。

以捐款来说，无能力或缺意愿
捐款的人，一旦其情形被公开展示
在自己熟悉的他人面前，颜面甚至
尊严的丧失，或许就在旦夕之间。
2016 年 8 月，河北馆陶县巡特警执
法人员盘查“车震”的视频外泄，
当事女子要求删除无果，喝农药自
杀，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侵扰他
人私生活、公开他人隐私的行为，
既是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也是违
法行为。所以，亚里士多德把谈论
别人的隐私当作是“最大的罪恶”。

因此，是不是认可隐私，能不

能保护隐私，实际上是文明与野蛮
的分水岭。这方面，我国无疑是进
步最大的。媒体已经实现了从动不
动就让人以“真面目示众”到“打
马赛克”的转变。在司法实践中，
已经把个人隐私与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等并列进行特别保护，我国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对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
件，一律作不公开审理。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首次对隐私权的概念和
保护范围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强调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这折射出国家法典对公民权利和生
命的尊重，也体现了我国“以人为
本”的法治理念。

当然，隐私权作为一种私权
利，与其他任何权利一样，不能被
滥用。特别在涉及公共利益时，比
如疫情防控要向公众公布染疫者的
活动轨迹等相关信息，个人隐私权
就得作适当“收缩”或让度。即便
如此，也还是要尽可能保护其隐
私，对涉及当事人安全与尊严的关
键信息，该“隐”的还是要“隐”。

保护隐私
就是保护人之尊严

罗 明

章雅山村位于余姚市梨洲街
道西南角，西邻梁弄镇，南连鹿
亭乡。章雅山村由原来的上雾岗
村、七丘田村和章雅山村合并而
成，历史上曾属梁弄区黄明乡，
1992 年 5 月并入梁辉镇，2001 年 9
月又并入新设的东南街道，2006
年属于改称的梨洲街道。原章雅
山村在 1948 年余姚县地图中，标
为张下山，“张下”与“章雅”，
当地方言口音相近，前为俗名，
后为雅称。

章雅山村的东南北三面均为
崇山峻岭，西连梁弄盆地，地势
险要，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避
可藏可走的地形地貌，当地村民
勤劳勇敢，民风淳朴，吸引了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为上世
纪四十年代抗日与抗敌顽根据地。

1944 年，村里成立中共党支
部，是第五支队的驻地，有三五
支队被服厂。当地民众为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贡献了人力财力物
力。那时的七丘田村，只有 21 户
人家，其中 18 户是革命工作者和
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人员。经认定
的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
员有 32 人，比如目前健在的老党
员施定康，1946 年 10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英勇牺牲的有施绍美、
施长富、褚朝月和黄永尧等革命
烈士。

这里发生过许多革命 故 事 ，
有 曾 让 日 伪 顽 心 惊 肉 跳 的 七 丘

田民兵组织——老虎队，也有明
海大妈舍子救人的故事，可歌可
泣。

1947 年春节刚过，国民党省
保安团华崧部队突袭村子，抓不
到一名游击队员，就抓走十余名
群众，其中就有明海大妈与她 16
岁的儿子。母子俩顶住惨无人道
的酷刑，却不吐露共产党人的一字
信息，敌人恼羞成怒，枪杀了明海
大妈的儿子。敌人继续拷问明海大
妈和其他被捕群众，但无一人透露
信息。事情传开后，村子成了名副
其实的红色堡垒村。1947 年，村子
作为姚虞县党政军主要驻扎地，曾
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朱之光和
曾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薛驹
同志，先后在此担任姚虞县委工委
书记，指挥余姚上虞一带的解放事
业。

章雅山村群山连绵，溪谷深
深，平均海拔三百五十米。多年
来这个村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美丽乡
村建设，如今森林覆盖率高，负
氧离子含量高，生物呈多样性，
生 态 环 境 好 ， 是 余 姚 市 美 丽 乡
村、宁波市生态村，也是浙东绿
肺的一部分。

章雅山村的昨日是一部艰苦
奋斗、英勇奋战的历史，有红色
文化遗产；章雅山村的今朝，桃
源秘境、山水如画，有与时俱进
的新生活；章雅山村的明天，在
守好“红色根基”、发展绿色经济
的基础上，一定会更美好。

秘境红村章雅山秘境红村章雅山

红色堡垒村碑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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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与公共数据相
近的还有一个概念，即公共信息。
很多时候，人们常常会将两者混
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一
个区别：数据是原始的，而信息是
加工过的。第二个区别：公共信息
的概念界定相较公共数据更为简
单。

目前全球关于公共信息有两种
界定方法，一种是公共信息包括政
府信息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
另一种是不明确公共信息的概念，
只规定政府信息。我国采用的是后
一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只要求政府行政机
关对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

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进行公开，并没要
求教育、卫生健康、供水、供电、
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
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
企事业单位，对其在提供社会公共
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进行
公开。至今，我国法律也未明确以
上信息是否属于公共信息，更没有
将相应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的范
畴。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公共数
据是公共信息概念的延伸和深化。
两者都有共同的“社会责任”，其
一是向公众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
权或数据请求权；其二是满足全社
会的数据交换共享。而在目前数据
管理框架中，这两个“社会责任”
的行使，都离不开政府的全程参
与。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脱离
政府对数据的管理需求而单纯理解
公共数据了。

因此，对公共数据概念的界定
应该更加谨慎。从数据的“公共属
性”来判断公共数据的界限，需要
将“公共属性”具体化。在此过程
中，需要明确三个问题。

一是，政府数据是不是公共数
据？政府数据是政府在履行公共服
务和管理职能过程中采集和产生的
数据，由政府代社会对其控制；因
政府管理和服务需要，政府代社会
使用数据，社会取得收益。所以，
政府数据属于公共数据。

二是，对于不是政府部门内部
控制的数据，不论数据来源于何种
类型的市场和社会主体，不论这些
主体属国有还是私营，都要在保护
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数据权益以及数
据主体权利的前提下，再根据市场
和社会主体数据使用目的的公共性
来判断。

三是，市场和社会主体不是以
公共服务为目的，而是以自身经营

为目的依法采集和产生的涉及公共
利益的数据不属于公共数据范畴。
这里包括了对公共资源和针对个人
信息采集的数据，市场和社会主体
对这类数据享有权益。政府如需获
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特殊时
期、专门目的的数据征用；在数据
匿名化后进行政府采购。

公共数据的界定需要考虑诸多
因素，过程较为复杂。建议除政府
数据外，要根据数据应用的实际场
景，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公共
数据范围。同时，为了数据管理的
稳定性，对政府获取的存量公共数
据不再根据使用场景的变化而删除
或更改。此外，在实际操作层面，
应由政府各部门列出公共数据需求
规划清单，以便于公共数据管理和
规范使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
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

政府数据是不是公共数据
公共数据与公共信息有何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