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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7日开设党
风政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直接受理
对四风等问题的举报投诉。这一举
措，对于引导党员、群众、网民和媒体
等社会力量参与四风问题监督，扩大
监督的覆盖面，当好反四风的“千里
眼”，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去年以来，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
风建设上，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
的四风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
着反四风持续开展，一些四风问题也
穿起了各种“马甲”，日趋隐蔽化。比
如，公务接待进食堂、矿泉水瓶装茅
台、公款吃喝虚开发票等，可谓花样
百出。近期，一些政府机关又被曝光
在风景名胜地大建培训中心，躲在里
面奢侈享乐。这不仅引起群众极大
不满，也对反四风深入开展提出了严
峻挑战。

举报类似四风问题，离不开人民
群众的广泛参与。只有将全体党员、
群众、网民和媒体充分调动起来，使

之真正成为反四风的“千里眼”，才能
让各种隐藏的四风问题无处遁形，进
而推动反四风持续走向深入。从这
个意义上讲，此次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设专区受理四风问题举报，既是对引
导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尝试，更表明
了反四风没有终点。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决定着反
四风的实效。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举报渠道不够畅通、处理群众举报
反映不够积极，都会助长四风问题
的蔓延。在中央高度重视反四风的
大背景下，中纪委顺应公众期待，积
极创新工作方法，借助网络畅通监
督渠道，引导群众更加方便地参与
监督，值得点赞。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及时通报
举报接收情况，及时回应处理进展，
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力争让群众监
督四风的举报投诉件件有回音、事
事有落实，才能推动反四风更加深
入，尽最大可能赢得最广泛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

用好反四风的“千里眼”
□吕梦琦

去年底至今，武汉一些区政府负
责人在“电视问政”中承诺立即整改的
问题，有的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
重。有的区负责人曾在电视中信誓旦
旦立下承诺，至今未能兑现。不少人
为此质疑：“电视问政”岂能问了白问？

武汉 2011 年首次开展“电视问
政”，在随后的几年里，大量问题被曝
光，数百名责任人被问责，引起较大社
会反响，“电视问政”一时成为党和政
府了解群众所思、所盼的重要渠道，有
效促进了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不过，近年来，“电视问政”的效果
正在衰减。群众所问的一些问题反复
出现，一些问题不但未能及时解决，反
而更加恶化。比如，去年下半年“电视
问政”曝光武汉汉南区牛海湖被部分
填占，区政府承诺要退塘还湖。如今
半年过去了，治庸办督察员暗访，发现
问题依然存在，承诺根本没有兑现。

参与“电视问政”干部的态度，也
在发生明显转变。三年前，一些党政
机关负责人在电视上面对一些提问，
常常脸红、出汗；如今，这样的场面已
不多见，更多的是他们面不改色的“深
表歉意”“立即调查”“马上整改”等套
路式答复，对于没有做好工作、没能及
时解决百姓关心的问题，却难见愧歉
之意。

“电视问政”是党和政府与群众沟
通的桥梁，也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监督
相关部门工作的一种重要途径。群众
利用“电视问政”提出的问题，理应得
到足够重视。别让问题迟迟得不到解
决，更别让政府官员的承诺打了水漂，
使得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在一次又一次
的“问了白问”中逐渐流失。改进党和
政府工作，切实维护和继续利用好这
一途径，别让“电视问政”沦为秀场。

“校舍盖起来校长倒下去”的反腐
案例再一次引发各界关注。云南民族
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甄朝党受贿案
日前在昆明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
其利用职务便利插手工程招标等方式
收受贿赂共计740多万元。

甄朝党有领导干部和教授的双重
身份。身为校长目无法纪，多次收受
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身为教
授，他竟然让学生代为保管巨额受贿
款，师德荡然无存。这起案件暴露出
某些高校内部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
漏洞重重，再次给高校廉政工作敲响
了警钟。

从近期高校发生的多起贪腐案件
分析，当前一些高校内部的权力监督
机制失衡，民主决策流于形式，工作流
程不规范等问题必须引起有关部门高
度警惕。尤其是高校的基建、招生等
领域，已经成了贪污腐化“重灾区”。
例如，一些高校领导干部在招生中寻
租谋利，提前录取成了“提钱录取”；而
高校近些年扩大校区，也给甄朝党这
样的硕鼠提供了利用权力插手工程招
标中饱私囊的机会。

与过去不同，现在很多大学的领导
掌握的财权、招生权等权力很大，如果不
严格建章立制，规范权力的使用，完善对

权力的监督，校长、招生处长等关键岗位
的“一支笔”难免会滋生腐败。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高校教育
工作是以做人来育人的工程，师生关系
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和学校
管理者的道德素养与行为立场更是学生
的标杆。一些高校的校长和干部大肆受
贿，不亚于这些高校教育环境地基“崩
塌”，其严重危害不言自明。只有尽快加
强对高校重大决策的监督审查，消除高
校廉政工作的“盲区”，把高校基建、招生
等过程中的权力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

“校舍盖起来校长倒下去”的案例才能不
再频频出现。

创卫岂能图一时之“快”
□袁军宝 陈灏

小店铺纷纷关门歇业、街道路边的一些便民摊点忽然
不见，近日发生在济南的这些怪事，让市民买菜、吃早点成
了难题，引来不少怨言：“都是创卫惹的祸”。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指引，整治脏乱差死角，让道路
更整洁、环境更优美，自然是造福于民。但是，如果为了创
卫就对一些所谓有碍观瞻的摊点小铺强行关停，反给市民
带来极大不便，这无疑与创卫便民利民的根本要求不符。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不只是为了让城市有一张好看的
名片，其根本目的应该是让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生活得
更加舒心。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决定了创卫必然是一项长远
工程，决不能简单地图一时之快，必须求长久之美，坚持久
久为功。

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在创卫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思
想。为了争到国家卫生城市这顶“帽子”，近些年来，广州和
河南焦作、陕西渭南等多个城市都曾出现过创卫期间，部分
小店铺被要求集中关门的现象。这种不重平时却临时抱佛
脚的突然歇业，显然是应付检查验收的突击行为。试想，当
检查验收的工作组走后，这些店铺必然重新开张，卫生状况
也就依然如初。这种创卫方式，百姓不欢迎，也会损害政府
形象。

此次济南出现的怪象也给创卫评价验收提了个醒。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应该有一套严格的评价标准和科学的验收
程序。面对一些城市交出的创卫答卷，不仅要检测是否有
水分，更要注意甄别是否有猫腻。要变一次性考试为日常
随机考试，防止蒙混过关。也要给城市居民更多的发言权，
让创卫真正成为让群众参与、由群众评议、受群众欢迎的民
心工程。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草原发生了豪
华车队“蒙面”“拍马”的事，虽然一些车牌被人为遮
挡，有人还是在其中看到了干部的身影。据记者调查，
这是几家摄影家协会组织的“草原情牧民心中的梦”摄
影活动，至于是否有网民猜测的干部和公车参与，内蒙
古纪检委纠风办表示：“介入调查”。

没有调查结果之前，事件还不能定性，但是不良的
影响却已经产生，甚至在网络上蔓延。不少网民表示，
仅凭遮挡车牌这个行为，就很有“料”。这是公然违反
道交法，冒着违法的风险去做，难免让人产生联想，除
了遮挡牌子，是否还在遮挡什么人的来历和身份呢？

像这样“高大上”的摄影活动，一般人玩不起，因
此，有些摄影家协会渐渐成了“俱乐部”“小圈子”，其
中不乏商人和一些喜爱摄影的离退休领导干部，甚至
个别在职的领导入会。有的“会员”还仗着财势制造垃
圾影像作品，并通过评选抬高身价满足虚荣。

官员有些雅兴无可厚非，但如果动用公共资源“玩
耍”，就难免引发公愤。记者前不久参加某地的民主生
活会，一个干部就曾自我批评说：自己痴迷摄影，曾开
上公车全国到处采风。

搞摄影的人大都见过这样的情形：为了更好地拍
摄，有意组织一些马队和驼群。但是，为了附庸领导的
雅兴，穷尽办法组织采风活动，就远离摄影本身了。就
像这次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拍马”，规模过于张扬，
应该好好查清楚。

老板官员们豪车相伴，退休或在任领导前呼后拥，
这一拍一摄中交换了什么？这左陪右同为的又是什
么？可谓“拍马”之意不在马。

辽宁多所高中体优生加分事件传
出最新进展，已有数十名考生主动放
弃加分资格，但公众质疑并未平复。
这起事件的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必须
严加查处。

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辽宁相关
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表示，对于主动放
弃加分资格的考生，取消加分但不影
响录取；对坚持加分、经核实有问题
的，不仅要取消录取资格，还要严肃追
究责任。这样的表态，显然有淡化处

理之嫌，对于打击加分造假，难以起到
有效的震慑。

考试加分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
才，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这方面投机取
巧。这不仅关系到社会诚信体系的构
建，更关系到国家能否选出真正的人
才和高考的公平。尽管这起事件的最
终结论未出，但数十人主动放弃加分
资格已经很能说明问题。相关部门不
能轻描淡写，简化处理。否则，对绝大
多数考生不公平。

高考加分造假属于严重的违法
行为。如果有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比
如从加分资格造假中牟利，就涉嫌渎
职、滥用职权以及受贿，就需要司法
机关介入严查。如今，辽宁多所学校
出现较大比例的体优生加分，是否涉
及公职人员，需要深入调查，并给公
众一个答案。决不能把一起可能的
违法犯罪案件轻描淡写地处理成道
德诚信问题。

近年来，各类考试加分造假不仅
严重损害教育公平，也严重损害了政
府部门的公信力。尽管考生和家长寻
求不正当加分是造假行为的起因，但
现行考试加分制度和相关部门监管不
严也难辞其咎。由于各类考试加分的
决定权都掌握在相关行政部门手中，
缺乏公开透明和有效监督，这导致在
中高考考试加分过程中滋生出各种腐
败，“买分卖分”“拼钱”“拼权”等现象
层出不穷。

在对造假考生严肃处理的同时，
相关部门更要加大对公职人员的查处
力度，坚决挖出造假行为背后的权力
腐败，实行“零容忍”问责到底，使考试
加分真正成为一条人人都不敢碰触的

“高压线”。

理性务实看待
内地赴港个人游

□查文晔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开始研究削减内
地赴港个人游人数的具体措施，个人游再
度成为两地民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性、
务实地处理这一问题，成为对特区政府和
内地有关部门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折射出
新形势下香港应提升旅游业竞争力的迫切
需要。

2003 年，遭受非典疫情冲击的香港客
源严重不足，旅游业营收下滑明显。面对
这一困局，中央政府果断出手推出个人游
等系列措施，体现出对香港的鼎力支持，为
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水”，带动香港旅游、
零售、酒店等行业步入高速增长期，也为这
些行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大
量内地游客通过个人游，享受了香港高品
质的购物、观光服务，亲身体验了“东方之
珠”的时尚魅力。个人游对内地与香港而
言，无疑是互利双赢的举措。

但随着个人游规模的扩大，种种不尽
如人意之处也暴露出来。例如，一些“水
客”利用“一签多行”频繁往来于深港之间，
倒卖奶粉、药品、电器，扰乱市场秩序；香港
原有的旅游、购物、酒店设施接待能力不
足，引发内地游客不满；部分内地游客不文
明行为时有发生，在香港社会造成不良观
感；游客集中地商铺租金上涨，小商铺无奈
搬迁，奢侈品商店大行其道，造成香港市民
生活不便，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个人
游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需要香港与内
地正视，并切实寻求解决之道。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个人游
为香港带来了巨大收益，并成为撬动香港旅
游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有力杠杆，对香港经济
和就业的贡献不容小觑。此外，在互利双赢
的环境下，内地与香港的利益已经融为一体，
内地游客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保障，他们有
权利享受高品质的旅游服务。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调整个人游需要
理性、务实、周密的思维，不应因噎废食，为
迎合偏激言论而对内地游客“召之即来，挥
之即去”。不少香港旅游业人士都指出，香
港没有拒绝客人来的道理。如果在个人游
问题上采取过于简单的办法，不仅有损香
港观光购物胜地的形象，影响内地游客赴
港意愿，不利内地与香港和谐共处，更会损
害香港整体经济。

处理好个人游难题，应该从增加供给
和维护市场秩序两方面入手。特区政府在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已经提出，会拿出6块
新的地块来兴建酒店，增加客房数量。加
建迪士尼乐园配套酒店等工程也已展开。
这些举措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此外，有商界人士建议在新界边境口岸新
建大型购物中心，就近分散客流等措施，也
得到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欢迎。在
调控访港旅客人数增长时，如果能区分旅
客结构、类型，精准打击“水客”，同时避免

“伤及无辜”，保持香港“笑迎四方来客”的
形象，这将是多方共赢的结果。

归根结底，处理好个人游问题需要特
区政府拿出智慧和勇气，从香港旅游业的
长远健康发展出发制定政策，同时有效发
挥政府在推动旅游业建设方面的引导力，
将提升香港接待能力、改善香港旅游环境
的措施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内地游客也
应加强对港情的了解，提升自身素质，避免
因不文明的行为引发冲突。而这一切，都
需要内地有关部门的认真研究、有力配合，
更需要两地同胞的互相理解，互谅互让。

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更好。作
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桥梁，香港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以个人游为例，它的发展正是内
地旅游“走出去”的缩影。尽管有种种缺陷与
遗憾，但这毕竟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是内地经
济崛起与香港市民辛勤劳动共创的成果。数
千万内地同胞的“游港梦”得以实现，未来仍
将有许多内地同胞怀抱着同样的梦想期待赴
港一游。帮助他们做个好梦，梦想成真，是内
地与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
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电视问政”岂能问了白问
□冯国栋

加分造假要追查到底
□吕梦琦

“蒙面”豪华车队
是拍马还是拍马屁

□张丽娜

“校舍盖起来校长倒下去”再敲高校监督警钟
□吉哲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