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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

当前， 全省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正在风风火火地深入开展 ，
市、 县两级的民主生活会已渐渐进入
尾声。 在笔者参加的近20余次的民主
生活会上， 面对摆在桌面上辣味十足
的问题，几番红脸者有之，几度哽咽者
有之，几次落泪者亦有之，但毫无例外
地都照单全收， 并立下了整改落实的
军令状。

打了收条， 是一件好事， 值得肯
定。 这体现了领导干部闻过则喜的雅
量和开门纳谏的肚量， 也让我们看到

了领导干部立说立行、 立行立改的勇
气和决心。但是 ，知易行难 ，仅有思想
上的阵痛是远远不够的。收条是打了，
但如果整改不到位，收条有成为封条、
欠条和白条的可能。

认识不到位，收条就会变封条。活
动伊始，有的人就存在“闯关”思想，认
为只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红红脸、 出出
汗、表表态就算过了关，至于在会上认
领了些什么，承诺了些什么，随着对照
检查材料束之高阁， 恰似 “一阵风吹
过，事如春梦了无痕”。

决心不到位，收条就会变白条。作
风建设既要有刮骨疗毒的狠劲， 更要

有咬定青山的韧劲。在人的内心里，有
一种天生的惰性，经常是夜里千条计，
白天老主意，说归说做归做，难以向自
己下手。 或者对作风问题干脆采取鸵
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 ，不闻不问 ，
任其自然。最后只能是山河未改，涛声
依旧。

行动不到位，收条就会变欠条。大
多数同志也想下决心真改， 但却不得
要领，往往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只注重
从最肤浅的表面形式改起， 而对于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不敢动真碰
硬，遇到困难调头就走。

防止收条变欠条、再变封条、最后

变白条，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采取
倒逼机制来抓整改。通过时间倒排、任
务倒逼和责任倒查的机制， 将整改措
施晒出来，把干部推到聚光灯下，让他
们除了往前闯则无路可退， 不等不靠
不看， 从而将倒逼的压力化为整改落
实的动力。

整改如同考试， 领导干部考得怎
样， 成绩及不及格要由群众说了算，群
众收到的是欠条还是白条，要由群众给
出评判。 只有敢于晒出整改成绩单，敢
于让群众品头论足，才能以钉钉子的精
神来抓整改，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
民，让收条变成老百姓心中的信条。

以诚信制度化打造“诚信中国”
汪金友

日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的意见》。《意见》分别从意义原则、信息记录、舆论声势、教
育实践、长效机制、法治环境、组织领导等七个方面，勾画出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8月2日《人民日报》）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我们国家
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
比差距比较大。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不诚信的问题，制假售假、商业
欺诈、偷逃骗税、学术不端、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据有关方面统
计，每年我国企业因为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6000亿元，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此类现象可能与现代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急
剧转型有关。诚信传统受到拜金主义的侵蚀，致使一些人不惜以造
假和欺诈来获取暴利。而且在一些领域，失信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
惩罚，反而屡获成功。在趋利避害的行为法则下，失信行为自然会屡
禁不止。失信行为的侥幸成功，也必然造成诚信的缺失。

诚信建设，制度化是关键。纵观《意见》全文，其最大特点，就是
强调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健全褒扬诚信、惩戒失
信长效机制，营造诚信建设法治环境……《意见》倡导德法并举、刚
柔相济，坚持问题导向 、集中治理 ，强调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可谓抓住了诚信制度建设的关键，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

此外，《意见》 要求各地各部门把诚信建设与完善现代市场体
系、推动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把诚信建设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长远来讲，此举还将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起
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对公民来说，诚信是个人美德；对企业来说，诚信是黄金资产；
对社会来说，诚信是公序良俗；对国家来说，诚信是重要的软实力。
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不能失信、不愿失信、不敢失信的
制度环境，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人人守诚信，个个
守承诺，一个相互信任、和谐共容的美好社会将指日可待。

朱永华

近日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如巨
石落水， 激浪千层， 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震动。 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
乡二元结构可能因此得以根本性的
破解， 在我国社会管理历史上具备
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 城市大门的吱吱开启 ，
并没有引来一致的欢呼， 相反， 由
此引发的复杂的社会情绪颇值体味
和考量。 有媒体在城市街头随机采
访农村人员对于 “进城” 的意愿，
竟有9成人回答 “不愿意 ” 。 除了
“城市没有农村好的自然环境， 农
村没有城市的交通拥堵， 农村生活
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等理由， 他们
提出了关乎安身立命的疑问： 农民
进城能否完整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
福利保障？ 农村居民没有了土地靠
什么生存？

毋庸置疑， 今天的中国， 城市的
发展需要农民的参与和奉献， 城市的
活力需要集聚从农村带来的优质创造
资源。 在以往农村实施的 “联产承
包” 出现制度性优势枯竭， “三农”
发展遭遇瓶颈阻遏的当下， 需要有新

的大的改革举措出台来进一步激发活
力。 改革户籍制度是顺应时势之举，
也是整个社会转型所需。

这项重大改革政策的主要对象
是占全国人口近半的农村人口， 因
此改革成功的前提是严格尊重广大
农民的意愿。 要让农村人口主动参
与到这场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变革中来， 首先必须为他们解
除后顾之忧， 让城市特别是担任户
籍改革主角的中小城市和城镇， 在
基础设施以及医疗、 教育 、 文化 、
养老等方面向进城后的农民提供足
额平等的保障。 其次必须向他们提
供充足的发展机遇。 进入城市， 农
民的技能与智慧能否彻底解除历史
性身份约束参与平等竞争？ 居住农
村， 农民的土地等资源能否通过制
度的解放进入市场从而在流通中实
现增值？ 而他们的土地等资源在流
转、 集约过程中又如何让基本权益
得以保障， 不至于成为一种变相的
掠夺？

显然，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极
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相信随着各项
具体政策的出台， 户籍改革制度能
够得以积极稳妥的实施， 迎来我国
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一句话评论
江西万载县汪冬根、 汪金亮父子2013年在偷拍县长收礼后被捕。

今年6月，万载县公安局将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起诉意见书
中，汪金亮和汪冬根均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此案经媒
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有网友质疑父子俩是否因“偷拍获罪”。

———现在，执法机关需要证明自己如何“白”了。
“不头疼如何赚钱，只头疼如何藏钱”。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

马俊飞上任后大肆收受贿赂，平均每小时“收入”近万元。2013年侦查
人员从他两处住宅中查获大量现金， 包括0.88亿元人民币、419万美
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

———如今，他只会为阶下囚的身份头疼了。
目前，江苏昆山中荣公司爆炸事故，已经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中荣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员工揭发，比如每次有检查人员来
时，中荣公司都会用一些手段对检查人员“公关”，从而得以蒙混过关。

———那些被“公关”的执法人员，该不该为这桩事故担责？
点评：王立平

据新华社电， 百余名辽宁考生获
得了沈阳音乐学院颁发的专业课考试
合格证，并通过文化课考试后，却未被
录取。为此，考生家长不惜到辽宁省教
育厅门前下跪，为孩子讨说法。辽宁省
教育厅答复称， 由于沈阳音乐学院违
规招生，擅自调整“省内外招生计划”，
并表示将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8月3
日《新京报》）

时下正值升学招生的 “旺季”。一
方面考生、家长为圆大学梦费尽心机，
另一方面高校为招揽生源使尽浑身解

数。两种“焦渴”之间 ，利益作祟 ，乱象
得以滋生。

高等院校的考试招生， 国家有各
项政策制度明确管束。 个别学校之所
以敢于打擦边球， 无非是想以利益最
大化为动机，钻监管不严的空子。招生
录取， 事关孩子们前途命运， 有关主
管、 监管部门应该提前介入、 即时监
控， 不要非等家长们跪下求告才有所
动作。谁违规，就当让其为自己的行为
买单。

文/朱永华 图/石向阳

别让收条成封条、欠条和白条

户籍改革
旨在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

谁为高校招生违规“买单”
■新闻漫画

诚信中国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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