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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严

控会议支出! 部分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

理办法中做出"限星#的规定$ 政府的规

定在酒店业界内引起了一些反应! 也催

生出了一些应对办法$记者调查发现!在

全国多地! 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

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来

我国"弃星%的
!#

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

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高端白酒&豪

华汽车皆因持续强力的反腐而受到影响!

就连金秋十月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

也因为几无官员消费!价格跌了四成!由

此观之!五星级酒店受"牵连%自然也在情

理之中$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处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限星%的政策对酒店打

击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公务消费

一感冒&企业就开始打喷嚏的现象!说明

了"八项规定%确实见成效$ 可是!正如不

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商言商!

五星酒店主动"弃星%!其反常经济行为的

背后!却也提醒我们!反腐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弃星%的
!#

家五星酒店!半数

以上是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 如果

这些五星酒店因为主要支撑业务'''公

务消费的减少!而导致经营压力过大!转

而主动调整市场战略! 将目光投向更广

大的普通消费者!俯下身段!降低价格!

通过(弃星#实现由高端酒店向大众消费

酒店的成功转型!或者放弃暴利!以更实

惠的价格适应政府会务要求的转变!其

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市场起起落落!

生意见机行事!本是常事$

可是!(弃星# 后的酒店大多数并没

有降价!仍维持高价经营$其原因耐人寻

味$ 很显然!五星酒店(弃星#的低调背

后!并非是想转型!而是想着换个马甲!

继续抱公务消费的大腿$ 去年
3

月底出

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

级以下
4

含四星
5

定点饭店召开$ %可能这

些五星酒店认为! 只要自己的星级降下

来了!就可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

汤不换药!继续享有"三公%消费的暴利$

这种想法其实与"矿泉水瓶装茅台%&"小

食堂里吃鲍鱼%是一个路子!期望掩人耳

目!蒙混过关$

但这种算盘恐怕难以实现! 所谓此

一时也彼一时也$随着"八项规定%和"反

四风%的强力推进!中央反腐决心坚定$

靠公务行为支撑的高档消费市场必然无

法长久$ 而且!在犹豫与观望期结束后!

官员也不敢顶风作案!明知"无星%后是

高档消费仍心存侥幸! 拿自己的位子和

帽子冒险$ 中央和地方一个接一个的制

度和条例正为各种公务消费戴上 "紧箍

咒%$ 不仅要求会议"瘦身%!能不开的会

就尽量不开! 能开电话会议的就开电话

会议+对于会议&差旅费用的管理也日益

细化和公开$ 以往那种一张会议费发票

可以把什么消费都包进去的情况! 已是

难以为继了$

所以!对于曾把"三公%消费作为主

要目标群体的五星酒店和其他高档消费

而言!与其费尽心思打政策的擦边球!不

如多想想看! 如何用价格和服务赢得更

多的消费者!不把"三公%消费当成唯一

的稻草!而是顺应市场需求!重新定位!

方是华丽转身之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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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

近实行的车改方案,总经理每月
,6##

元!副

总经理每月
"6##

元! 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

补贴分别为
-,##

元&

-$##

元$ 有员工发帖

说!已经远远超出
7

月出台公布的中央和国

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堪称(最牛车补%$ -

!#

月
!7

日中国青年网.

月领
,6##

元车补!让人讶然之后!更是

羡慕国企的优厚待遇$ 今年
7

月!中央两办

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方案*规定车补标准为,司局级每月补

贴
!-##

元& 处级
6##

元& 科级及以下
8##

元$ 虽然)指导意见*对国企没有明确车改方

案!但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相关规

定应是国企车改的(坐标%!两者的补助标准

绝不会像(最牛车补%那样相差
8

倍多$

而且!据有关资料显示!深圳市去年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3

元!折合成月平

均工资为
8$!6

元$ 这就是说!国企老总仅月

领
,6##

元车补一项! 就已超过当地职工的

平均工资$ 显然!如此畸高补贴已超出了车

改范畴!变成了国企的一种变相福利!拉大

了社会分配收入差距!违背了车改的初衷$

何况!就国企内部而言!如此车补也放

大了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 该国

企车改方案规定!总经理每月
,6##

元!而普

通职工仅为
-##

元! 近
$-

倍的悬殊差距既

引起了普通员工的不满!也与国企薪酬制度

改革不相符!制造了新的分配不公!有权力

(自肥%之嫌$

妥善处理好改革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

系!这应是全面实行车改的重要因素$ 但(最

牛车补%非但没有平衡国企内部&国企与社

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反而加剧和恶化了

多种矛盾!这不是车改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的目的$ 倘若容忍和放纵这种离谱车补的泛

滥!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各项改革大局$

当然!(最牛车补%也反映出了尽快制订

国企车改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中

央各部委的车改已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县

级车改方案规定在明年底前完成$ 那么!国

企车改不能成遗忘的角落!应该有一个明确

的时间表$ 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等公共部门的公车改革! 要专门制订方

案!适时推出!限时完成%$

我们期待国企车改方案能(限时%出台!

切实规范那些高得离谱的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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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海

日前! 有媒体援引古代气象志为雾

霾寻找历史依据!认为(自古有之%!最早

可以追溯到元代!而到了明代(每隔几年

便会光临京城一次%$这篇文章给不少网

友造成一种印象! 即是对人类活动影响

的(开脱%$而专家的意见则很一致,古代

是古代!现代是现代$

霾这东西古已有之!这事儿我信$因

为霾这个字并不是今天才造出来! 霾这

种现象也确实见诸于古时史料$不过!我

们也得老老实实承认! 今天的雾霾更多

的是由于我们现代的人类活动造成!是

现代人类生产与生活产生的污染加剧了

雾霾天气!这实在和古代扯不上关系$

古代的霾背不动现代污染的黑锅!

我们自己的责任理应自己来负$ 就算是

在明代的北京雾霾 (每隔几年便会光临

京城一次%!但现在我们的首都情况就要

严重得多!两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古已有之%并不能成为今天

应该存在的理由$ 比如腐败!比如感冒病

毒!都是(古已有之%!但我们该治还得治!

听之任之就会出大事$就算是从三皇五帝

的时候就天天有雾霾!这种于身体无益的

现象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治理$即使能找到

再多的史料证明责不在己!也于事无补$

虽然雾霾历史悠久! 但让雾霾登峰

造极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这是定论$是

城市在建设中对环境考虑不周! 是工业

生产排放过量! 是农民秸秆还田时做得

过于粗放!是市民生活中汽车&取暖等污

染源的过多!使得雾霾来得越来越勤!规

模越来越大!浓度越来越高$ 可以说!雾

霾是人类对大自然肆意糟蹋之后! 得到

的大自然的小小惩罚$

如果说雾霾不断加剧是由于人类的

贪婪!那么寻找(古已有之%的根据则是反

映了人类的不负责任$ 治雾霾不能靠风!

也不能怨古人$ 找准自己的原因!减少雾

霾形成的因素! 让自己生活在清洁的空

气当中!于自己&于后世子孙有益$ 我们

不能将雾霾作为遗产留给后人!否则!我

们自己将来真的可能成为挨骂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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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今日就要召开了$从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到现在
9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

了
9

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
9

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

点$ 其中人们感触最深的
9

无疑就是持续(打虎拍

蝇%的反腐
9

以及以(四风%为靶标的作风建设$

在印象里
9

网络反腐这种(体制外%的形式
9

一度

(风生水起%$ 每天刷微博&看帖子
9

等待网友发布曝

光官员腐败的图片&视频
9

曾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

随着(打虎拍蝇%的持续开展
9

官方对腐败案件的查

处
9

无论是力度还是速度
9

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周一见%

9

成了群众获悉官员

落马&了解反腐进展最重要的窗口
9

网络反腐已不

复往日的(辉煌%$

在网络反腐的语境下
9

贯穿每一条腐败线索的
9

更像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个人关系
9

要么是利益

纠葛
9

要么是情感冲突
9

那些反腐的制度力量就变成

了工具
9

被用来(精准打击%某个或某几个腐败分

子$ 即便能够做到(举报一起&查处一起%

9

也不能消

除人们心中的疑虑'''网络举报之外存在更多的

漏网之鱼$

网络反腐热度的降低
9

反映出制度反腐的发力
9

一方面
9

从前需要靠(炒作%才能获得重视的反腐线

索
9

有了畅通且正规的反映渠道+另一方面
9

反腐体

系反应更迅速&更灵敏
9

走在了(举报者%的前面$ 包

括各级纪委&检察机关在内的体制内力量
9

真正成

了反腐的主体
9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的说法
9

(莫伸

手
9

伸手必被捉%的告诫
9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任$

事实上
9

以(四风%为靶标的作风建设
9

也可以

看做制度反腐的一部分$ 从(舌尖上的腐败%到(会

所里的歪风%

9

再到聚焦形象工程
9

反(四风%涉及到

了方方面面
9

对准的正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9

无形中提高了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作风建设的常抓

不懈
9

是在塑造一种标准更高&管理更严的政治伦

理$ 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
9

一直感受到压力
9

时刻不

敢放松
9

就更难有胆量去触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

了$

以往在网络反腐的线索中
9

很多贪官被曝光之

时
9

腐败行为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9

可以说到达了

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而标准更高的政治伦理
9

再

加上力度更大&反应更灵敏的反腐体系
9

恰恰起到

了防微杜渐的作用$ 由此不难判断
9

网络反腐不仅

难现旧日的(辉煌%

9

还会持续(衰落%下去$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