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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7月1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
将正式实施。新政最大的亮点，就是明
确规定了“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
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社部
门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
可的权利。（6月25日《南方日报》）

干一样的活儿， 拿一样的报酬，这
是最起码的劳动公平诉求。 但现实中，
即便是这样的底线要求，还是会遭遇如
同养老金一样的“双轨制”。在这样的分

配规则下，劳动要素不再是获取报酬的
唯一依据， 基于关系之上的 “背景”或
“身份”，反而成为分配规则的主流。

法律是兜底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
2012年底， 实施近5年的劳动合同法进
行首次修改，再次强调“同工同酬”，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但问题是，法律上
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就能兑现为现实利
好。“徒法不足以自行”， 充满各个角落
的“临时工现象”，就成了“同工不同酬”
最好的诠释。

工酬分裂的重灾区，一般不在民企

或外企，恰恰在国企或事业单位，有编
制和无编制的，正式和临时的，单位聘
用和部门聘用的……花样不少的身份
管理，带来了众多的分配规则。因此，真
要解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只有从国企
或事业单位做起，身先士卒，打破陈规，
逆转“一企多制”或“一岗多制”，逐步以
岗薪制代替身份等级制，才能真正纾解
大家对工酬公平的疑虑。

基于此，如果没有前置的收入分配
改革“打底”，同工同酬就不可能从纸上
画饼中走出来。今天，公众之所以对新

法中的同工同酬鲜有信心：一是因为国
企及事业单位分配格局根深蒂固，二是
在不少企业，同工不同酬俨然成为“缩
减成本”的通行法则。有数据显示，我国
劳务派遣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有
的企业派遣工占全部用工的比重高达
70%以上， 好多企业长年使用派遣工。
而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多数不会超过
5%。

没有人质疑修法的善意初衷，但解
决工酬对等问题，第一步，还是绕不过
大幕待启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如何让同工同酬成为现实 黄琳斌

今年3月起，由山西省文化厅
主办、一家文化公司承办的“山西
十大文化符号” 评选活动开始网
上投票。截至6月23日17时，太原
市市长耿彦波以150多万票遥遥
领先， 排在第二位的晋祠票数为
46.8万。 排在后面的还有山西大
院、晋商、黄河、关公、老陈醋等。
（6月24日《三晋都市报》）

按照一般的理解， 文化符号
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
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
现，有厚重的历史积淀、精深的文
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得到
了公众的普遍认同。 像晋祠、黄
河、关公等，已被公认为晋文化的
代表； 再如陕西评出的十大文化
符号：兵马俑、大雁塔、黄帝陵、西
安城墙、革命圣地延安、秦腔、碑
林、秦岭、半坡遗址、羊肉泡馍，个
个都承载着意蕴丰富的历史文化
记忆，可谓名至实归。

作为一名当代市长，耿彦波
对于太原，能否像苏东坡于杭州
那样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符号，
则需要时间的检验和审视 。这
“时间”，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的数

字，但肯定不是当下。
一方面，耿彦波因为创造了

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的“大同模式”而荣获2011年“中
华文化人物”称号；另一方面，他
因强势推进城市的改造与建设，
在民间有 “耿拆拆”、“耿一指”、
“耿指倒”等众多绰号。民意对他
的评价并非一致，他对地方文化
的保护与推动， 历史自有公论。
但眼下，把他推举为山西的文化
符号，很难说是名符其实。

笔者以为，身为代表公共利
益的政府官员，做好文化保护工
作、 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
本是应尽之职， 不宜主动张扬；
如果提名参选确非耿市长的本
意 ，当发现自己被提名后 ，也应
主动要求撤销 。毋庸讳言 ，在权
力的潜在影响无孔不入的大环
境下 ， 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高
官 ，对这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
西，还是远远避开为好。

主办方表示，举办这次活动
的初衷，是希望让真正能代表山
西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展现
于世人面前 。正因为如此 ，公众
更期待活动的结果经得起历史
的检验，而不是沦为一种笑谈。

舒圣祥

由于经济放缓，全国相当多地区的
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前5
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算上中
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方出现了
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为此各地开始
加强税收征管力度。（6月26日《21世纪
经济报道》）

财政税收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
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下实
体经济本不景气，企业生存发展比较艰
难，依托于此的地方财政未达预期很正
常。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就表示，“未来
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
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
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现在的问题是， 地方财政吃紧之后
怎么办？和往常一样，各地首先想到的办
法就是加强收入征管。如何“加强”呢？显
然不能和平常一样，得“不走寻常路”。

地方政府开辟财源， 最常见的乱象
有两种 ：一是征收 “过头税 ”，在时间上
“预支”，在幅度上“超收”；二是不惜以牺
牲政府形象与公信力为代价， 通过乱罚
款、乱收费的方式开源聚财。

因此，在“加强收入征管”的名义下，
在“确保上半年收支预算双过半”的死命
令下， 各种征税乱象会否重新出现非常
令人担忧。事实上，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
景下， 企业正是需要帮助渡过难关的时

候，政府部门如果反而选择在此时，通过
加大征税、罚款等手段乱伸手“创收”，只
会让企业经营雪上加霜， 无异于杀鸡取
卵。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学
会过紧日子。”政府部门勒紧裤腰带过日
子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削减民生支出之
外的其他政府开支才是当务之急。 有数
据显示 ， 行政管理费用超过同期人均
GDP增长1倍以上，各类三公消费的“新
闻”更是不断曝出，这充分说明政府减支
的空间仍然巨大。

所以，应对财政吃紧，不能乱伸手；
削减政府开支过紧日子，才是正途。

王琦

昆明市每天有1500吨餐厨废
弃物及150吨地沟油处于无人监
管的状态，云南省政府出台的《关
于做好地沟油制生物柴油工作的
指导意见》成为一纸空文。面对各
方质疑， 昆明市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却满脸委屈，“地沟油早在清朝
时期就已经形成， 现在突然让我
们统管起来 ， 这是很难做到的
事！”（6月26日《云南信息报》）

真是让人长了见识 。“地沟
油”这个近年出现的名词，却让笔
者结实“穿越”了一回。对于地沟
油， 昆明城管局领导不但知之甚
详，还知其历史渊源，认定它是清
朝就已存在的现实。 这不得不让
人佩服城管局领导知识渊博。

只是在吃饱饭都已经相当
不容易的古代社会，“贵如油”的
遣词造句习惯表明了食用油还
真的不像今天这样可以随便流
进下水道 。清朝有地沟油 ，依据

到底何在，恐怕更大程度上是一
种信口开河。但就算从清朝就开
始有地沟油 ，那现在的 “昆明市
每天有1500吨餐厨废弃物及150
吨地沟油”， 这难道也要把责任
推给清朝？

昆明城管一面抱怨“清朝的
地沟油 ”自己管不了 ，一面却将
餐厨垃圾的特许经营权给了一
个一切要从零开始建设的外地
企业，本地的生物柴油生产企业
却因无权收集地沟油而“难以生
存”。奇怪的逻辑背后，必有利益
的汹涌暗流。讲白了，荒唐的“清
朝地沟油 ”之说 ，无非是避责争
利。

地沟油已成为保障餐桌安
全的一大隐患。期待昆明城管部
门正视自己的职责 ，将 “研究历
史” 的心思用在研究工作上，把
地沟油治理放在心中。 否则，有
心研究地沟油的“成因历史”，却
推托管理地沟油的现实责任，怎
么都说不过去。

24日下午，记者在西安列席旁听陕西省禁毒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发现，电视大屏上滚动切换着陕
西各市、县分会场的场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在认
真听会，但眉县、彬县、平利县几个分会场空无一
人，只剩下桌椅板凳在“听会”。（6月25日新华社）

其实，“板凳听会”并非陕西“首创”。2011年2月
24日，云南省召开了“深化政府自身建设电视电话
会议”，视频监察结果显示：4个州市的6个县，会议室
没有人，另有1个县只有1个人。涉及政府自身建设
的电视电话会议都如此，何况是一个无关升迁晋级
的禁毒会议。出现“板凳听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会风是政风、作风的延伸。据报道，陕西这次
电视会议时长不过50分钟，会议简短、内容务实、
重点突出，少数分会场仍然出现“空城计”的情况，
政风之差可见一斑。不难想象，开会都成了“板凳
听会”，会场唱成了“空城计”，又怎么能相信这样
的干部，能诚心诚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图/文 王铎

■一句话评论

近日， 一份由社科院新闻所
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去
年1月至今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
点舆情案例里， 事件中出现谣言
的比例超过1/3。

———面对微博，不能“听风就
是雨”。

6月24日，安徽省公务员面试
结束。面试过程中，一考生称拾获
了从考官口袋里掉出来的考生照
片。

———这照片， 无疑就是一封
举报信。

近日， 刘志军委托辩护律师
钱列阳带话给女儿，叮嘱她“千万
不要从政”。

———“从政”与“贪官”之间并
没有天然的等号。

在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2013届的毕业典礼上，“麻辣”院
长陈俊明以“一米五八的个子，要
活出一米八五的感觉”来提醒男人
的责任与担当；以“干得好是真好，
嫁得好是碰巧”来激励女性自强。

———这比毕业照ps出校领导
强多了！

陕西省眉县政府日前发文，
强制辖区所有建筑项目必须使用
本县产的某商标水泥，要求交警、
运管、 质监等部门严格查处外来
品牌； 各部门还被摊派了数额不
等的销售任务量， 促销任务被纳
入年终考核。

———政府，请别干公司的活。
（点评：冯丹露）

评文化还是评权力

地沟油失控，莫非要追责清朝

■新闻漫画

会场“空城计”

财政吃紧先应勒紧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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