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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名为 “涟源市公务员选拔招
聘， 录取结果多为领导亲戚” 的帖子，
近日迅速在网络流传并引发社会对于
“萝卜招聘” 现象的再次关注。

新华社记者赴事发地调查发现 ，
虽然有关方面拿出了 “程序合规合
法” 等种种说法， 但不少参选者的身
份确实存在 “官员亲属” 的疑问， 现
阶段一些地方 “公开招考” 的人事选
聘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监督和规范。

网民爆料：
涟源“萝卜招聘”拼“家境”

2月20日，多个论坛上均出现了一
篇名为“涟源市公务员选拔招聘，录取
结果多为领导亲戚”的帖子。帖子中曝
光了湖南涟源市经济开发区公开选调
15名工作人员的考生成绩表， 除了考
生的笔试、面试和测评成绩外，在备注
一栏还分别标有 “市领导打招呼”“家
境好”“副市长侄女”等字眼。对于最终
入选的15名考生， 爆料人称录取名单
中有13人是“关系户”。

爆料人把矛头指向选调考试中的
“测评” 环节。 帖子称 ， 考试包括三
个部分： 笔试、 测评和面试， 其中测
评就是由考生原单位的人打分。 “领
导打招呼的、 有钱有关系的比那些没
家庭背景的测评成绩高出许多”。

由于所曝事件涉及网民一直较为关
注的 “萝卜招聘” 现象， 该帖随后被各
大论坛和微博纷纷转载， 短时间引发了
大量网民的转发和评论。

地方政府称招考“没有违规”
调查发现应聘者身份有疑问

针对网帖曝光的情况， 记者赴涟
源市进行了核实。

涟源市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县级
市， 煤炭和农业长期以来是当地的两
大经济支柱。 一条预期将在今年年底
通车的高速公路和正处高峰期的产业
转移浪潮两大机遇， 给当地发展经济
带来了新的路径。 2011年下半年， 县
里决定把县城东郊的石马山镇管辖的
7个村， 划归经济开发区管辖 。 受到
广泛关注的此次人才选拔考试， 由此

拉开序幕。
涟源市委组织部多位干部证实 ，

石马山镇长期面临乡镇干部较多、 人
员闲置问题。 而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待
遇被普遍预期高于乡镇 。 2011年 10
月， 市里同意从石马山镇现有工作人
员中选拔15人调往经济开发区。

“其实就算直接调动， 从组织和
人事管理制度看 ， 也并不违规 。” 涟
源市委组织部长朱桂良对此很确定 。
但希望去经济开发区的人太多， 到底
选谁不好定标准。 涟源市市委市政府
最终确定通过公开招考 ， 并采取笔
试、 测评、 公开演讲、 公示、 考察五
个环节从石马山镇在岗在编的公职人
员中， 公开选拔15人。

石马山镇 400余名在岗人员中 ，
有111人报名参加了笔试 。 笔试 、 面

试环节至今还没有引起明显质疑。 而
在考试程序中设置的测评环节是举报
者反映最激烈的问题。

记者核实， 按照这次考试的规则
设定， 除笔试、 面试外， 还有一个占
20%的测评环节。 石马山镇政府38名
相关领导和业务骨干， 组成了测评小
组， 对每个参考人员进行测评打分。

记者联系上网名为 “我不是萝卜
2012” 举报者李轩 （化名 ）。 他是这
次招考的参考者。 李轩接受采访时提
出， 测评环节有领导干部打招呼， 一
些有背景的人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得了
高分。 李轩说， 网帖中备注的内容是
他自己根据考试过程中听到的一些议
论， 以及自己多年在当地工作了解到
的一些社会关系添注的。

记者随后在采访有关方面时发

现， 虽然举报人在参考人员与地方官
员的具体亲属关系确认上有出入， 但
这些参考人员确与涟源市的官员有着
牵连。

涟源市委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网帖反映问题后，市委组织
部、市纪委和市人事局近几天来还对最
终入选的15名考生社会关系进行了初
步排查，这15人均不是涟源市现任的30
余名市级领导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

但是，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偷换概
念的问题： 这15人虽然不是 “30余名
市级领导” 的亲属， 但不少确实与涟
源市其他级别的领导有各种亲属关
系 ； 虽然不是 “三代以内的直系亲
属”， 但也并没有排除有人与 “市级
领导” 有着别的亲属关系。

比如 ， 备注栏中2名入选者被分
别 “标注 ” 为 “副市长弟弟 ” 以及
“副市长侄女 ”， 还有1名被 “标注 ”
为 “政协主席表弟 ”， 虽然涟源市参
与调查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副
市长弟弟” 的 “标注” 内容不实， 这
位副市长与参考者无直接亲属关系 ，
但他并没有说明这名人员与该副市
长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 也没有直
接否认一点亲属关系没有 ； 而 “副
市长侄女 ” 那一位则被这名工作人
员以 “测评环节得分排名在 15名以
外 ” 给予搪塞 、 也没有正面肯定没
有任何亲属关系； 同样， 对于 “政协
主席表弟 ” 的入选者 ， 他也只是表
示 “其笔试、 面试成绩均居前列， 测
评 成 绩 实 际 对 其 是 否 入 选 影 响 不
大”， 也并没有直接否认 “政协主席
表弟” 的亲属关系。

而对于备注栏中直接列出的2个
参选者分别是 “管理区书记夫人” 和
“低保局长丈夫”， 涟源市有关部门只
是宣称： 管理区为乡镇下设的直接负
责管理村务的机构， 管理区书记和低
保局长在当地都是属于级别很低 （正
股级） 的基层干部， 也没有正面澄清
参选者与这些官员亲属关系不存在。

需警惕“公开招考”
背后的“权力世袭”

尽管当地政府进行了调查和解
释， 网民的质疑仍难完全消除。 有专
家指出认为， 社会公众之所以如此高

度关注有政府背景招考中出现的类似
事件， 是就业资源的日益紧张和就业
机会长期以来不均等的现实生态反
映 ， 这种现象折射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 引发人们包括 “权力世袭” 在内
的公权力腐败的指责并不断蔓延。

一些专家也对涟源市这次招考中
的测评环节提出了质疑 。 社会学家 、
湖南省委党校王学杰提出 ， 测评理
论上可增加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全面
客观评价 。 但在当前看 ， 也很容易
滋生权力操纵等弊端 ， 从而有违公
平公正。

近年来， 全国频频出现引发公众
热议的招考事件。 一些地方的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被曝为干部子女 “量身定
做” 招聘条件， 甚至发生 “老子招聘
儿子” “在读学生拿事业编制” 这样
的咄咄怪事，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和质疑， 被形象地喻为 “一个萝卜一
个坑” 的 “萝卜招聘”。

一些专家认为 ， 这些 “萝卜招
聘” 事件的发生， 与其考试过程没有
完全透明公开、 没有完全接受社会监
督直接相关。

“涟源市经济开发区的这次选调
招考，本来是为了增进公平。引发风波
的问题就在于既然选择了公开招考的
方式， 就应最大程度地杜绝类似测评
这样有可能被权力或人为干涉的环
节。”王学杰等专家认为，要从根源上
杜绝考试 “漏洞 ”，就要在考试的设计
上能够让每个环节接受政府、 媒体和
公众的充分监督， 要建立一套既科学
合理又适用于各类人事考试的监督检
查办法，才能确保人事考试 “公开 、平
等、竞争、择优”原则得到落实。

（新华社长沙2月27日电）

涟源“萝卜招聘”谜局调查

新华社记者 陈黎明 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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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认为“程序合规合法”，
但不少参选者的身份确实存在“官员亲属”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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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吴希“萝卜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