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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务公开，实现信息共享
□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公布了全省17市政府
和42个省政府部门的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结
果。从考核结果看，威海市政府等5 个市政府和
省质监局等14个省政府部门达到优秀等次；滨州
市政府等11个市政府和省畜牧兽医局等18个省政
府部门达到良好等次；莱芜市政府1 个市政府和
省工商局等10个省政府部门达到合格等次。

公开透明，是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政务公
开，是政府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近年来，我省
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
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从这次考核情
况看，我省政务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
水平明显提升，发布、解读、回应衔接配套的公
开格局基本形成，但也存在着“五公开”机制不
够健全、基层政务公开水平发展不均衡、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等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政务公开的工
作导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保障人民群众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公诉人以案释法
是堂法治教育课

□ 张玉胜
对重庆大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企 披上貌似循章合规的外衣。比如，先向区政府谎
需支
业）
原董事长、
总经理田世荣等三人贪污、
受贿一 称奕曜公司为其合作融资提供了顾问服务，
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检察院自建 付一个点的服务费，
随后又依据两家公司签署的
案进行审查起诉，
院以来办理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
近 虚假协议侵吞国有资产1743万余元；
借委托某证
日，
大渡口区检察院检察长李荣辰作为该案审查 券公司发行企业债之机，向获取240万元财务顾
起诉的承办人，
率两名助理出庭公诉并担任第一 问费的邓某索要70万元
“好处费”
等。
公诉人。
在法庭上，
李荣辰面对三名被告人，
义正
但自以为得计的贪腐者，
尽管机关算尽却难
辞严，连发三问，被告人幡然醒悟，当庭认罪悔 逃检察官法眼。公诉人通过阅卷调查，以大量证
“西洋镜”
，
还原
“真面目”
，
并且严正指出其
罪。
该案庭审过程在
“中国庭审公开网”
进行了现 据拆穿
场直播，当天的点击量达7000人次。
（5月15日《检 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平正义、侵害公职人员职
察日报》
）
务廉洁性的犯罪本质，
这既是对贪腐者损公肥私
公诉工作是检察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身 行径的无情鞭挞，
也是对社会民众识破骗术的有
为大渡口区检察长的李荣辰，
把出庭公诉作为宣 益提醒。
面对被告人把贪贿赃款用于捐赠寺庙看作
传法律法规、矫正认知误区的最现实普法机会，
不仅要竭尽全力澄清事实、指控犯罪，更要义正 是做善事、行善举的荒诞逻辑，公诉人更是连发
辞严地拆穿骗术、揭露犯罪、揭示危害、警醒来 三问，
直指其
“三观”
扭曲、
精神懈怠、
崇尚迷信、
自
者，这种接地气的以案释法，不仅得到法庭内众 欺欺人的丑恶本质。以不义之财捐赠寺庙，恰恰
多旁听者的一致好评，
也引发了庭外网友的极大 背离了善的理念，
是亵渎、
践踏法治的假慈悲、
真
兴趣。
目前播放量已突破2万人次的高关注度，
就 犯罪。其实说白了，贪官捐赠寺庙无非是为了求
得一种心理平衡，
实质是在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
是其显著效果的最好佐证。
众所周知，包括国企高管在内的官员权力， 蒙混过关，
逃避制裁。
都是受人民托付和被法律赋予的，
理当用来为人
事实上，
公诉人与被告人围绕控辩焦点进行
民谋利和为公众服务。
身为
“大晟”
公司掌门人的 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就是辨是非、明真伪、
田世荣，不可能不知道侵吞国有资产、接受他人 厘边界、
析法理的求真过程，
对当事人、
旁听者以
都不失为一堂以案说法的法治教育
贿赂的犯罪属性，
但又难敌经手巨额国有资产的 及围观民众，
利益诱惑，总想从中捞取好处。但鉴于制度约束 课。正如李荣辰在庭审后的直言感受，官员应当
和程序要求，他们就不得不以弄虚作假的方式， 把“立德”放在首位，保持廉洁操守，筑牢道德底
操弄明修栈道、公然索要，瞒天过海、化公为私， 线，时刻怀有对党纪国法的深深敬畏，唯此才能
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等“敛财术”，为其不当牟利 不蹈田世荣的覆辙。

孙秀岭
各级各部门对此应当高度重视，从现实问题出
发，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认
真对照考核中发现的涉及本单位的问题，分析查
找原因，制订整改措施，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社会普遍关心的政务信息。
推进政务公开，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也
是一个地方的重要发展资源。创业者要办企
业，外商要上项目，少不了与政府部门打交
道，而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信息与数据，特别
是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是创业者
和外商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一些发达地方，
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完善的数据信息服
务，使当地营商环境更为优良，值得学习借
鉴。当前，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有一个良好
环境，需要以政务公开深化推动政务服务改

■

漫

善，以政务公开促进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推进政务公开，既要阳光透明，也要打破
“壁垒”。有个词叫“信息孤岛”，说的是信息
不能共享互换。事实上，一些地方和部门信息
“横向不连接、纵向不贯通”也是存在的。有领
导同志指出，这种数字垄断、信息隔绝，烧的是
人民血汗钱，行的是官老爷作派，把一个技术先
进、有利民生、方便群众、提升效率、保证质
量、阳光透明的大平台，变成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铺张浪费的代名词。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就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加快推进机制创新、流
程再造，坚决打破“信息壁垒”，以更加全面的
公开透明，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画

莫让“丢失的身份证”
留下安全隐患
□

郝雪梅

身 份 证 被 冒 用 ，莫 名 成 了 四 家 公 司 的 高
管……这样的稀罕事，
就发生在济宁的小蔚身上。
小蔚名叫蔚立鹏，
前些年来济南打工，
前段时间收
到了他心仪已久公司的入职通知书。可就在小蔚
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
公司却告诉他，
他已经有一
份工作，
是德州一家公司的高管。
原来，
多年前，
小
蔚丢失了一张身份证，有人冒用其“丢失的身份
(5月14日
)
证”
办理了招聘手续。
《齐鲁网》
要不是自己去求职，到如今这位市民还不知
遗留
道自己已经如此
“功成名就”
“
。丢失的身份证”
问题多。
在媒体上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报道，
比如
一些不法人员，
在捡到他人
“丢失的身份证”
之后，
就在银行办理了贷款，
而当事人并不知情，
直到银
行通知偿还债务才知道
“自己被贷款”
了。
不让“丢失的身份证”留下安全隐患，有关部
门必须瞪大眼睛。
“ 丢失的身份证”虽然不是伪造
的，
可在使用
“丢失的身份证”
时，
一定不是
“身份证
的本人”
，
而是其他人员在冒用。
那么，
照片不是本
人的“丢失的身份证”何以能够从银行办理贷款？
何以能够成为企业高管？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追踪
调查，
进行查处。
科技时代，
信息时代，
必须提升身
份证管理的档次和水平，不能让“丢失的身份证”
留下安全隐患。

“上厕所要写请假条”
少了人性化阳光
□

不少人网购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对产品
不满意，给了差评，商家立刻以返现、送礼品
等条件诱惑消费者，要求删除差评。记者发
现，为了让商品评论区尽可能显示更多好评，
不少商家都开始用“晒单返现”“晒单有礼”
等方式吸引消费者给出好评。
商家“晒单返现”“晒单有礼”等方式的
目的不言自明：通过消费者的褒奖来吸引更多

看重评价的人购买，获得更多收益，但这显然
是作假。对此，市场监管部门不妨对商家利用
礼品“买”好评的现象给予重视，通过加强宣
传与警示，督促商家规避此类行为。电商平台
也应加强对商家诚信经营的引导，更或出台措
施对在评价上弄虚作假者施以惩治，促使这种
自欺欺人的虚假营销招数消弭甚至绝迹。
(文/杨玉龙 漫画/张建辉)

郭元鹏

学生上课期间去厕所需要填写请假条，还要
找两位老师签字，而且每天限量100张？近日，云
南临沧市一中的一张课堂特殊请假条引发了网
友热议。对此，该校相关老师回应称，这个请假条
主要针对的是自制能力较差的学生，防止他们在
上课期间请假外出去厕所抽烟或进行一些和学
(5月15日《人民网》
)
习无关的行为。
媒 体 的 报 道 ，同 时 配 发了 这 所 学校 的 一 张
“上厕所请假条”，在事由里写着“拉肚子比较紧
急”。该校“上厕所请假条”的审批程序十分繁琐，
必须有两位老师写下“同意”，还要有一位保安写
下“同意”，从提出“上厕所申请”，到“同意下来”，
需要很长的时间。
为何要实施“上厕所审批”制度？这所学校的
回应是：有的学生自控能力比较差，可能借助上
厕 所 的 机 会 做 违 规 的 事 情 ，为 了 加 强校 园 的管
理，才实施了这样的审批制度，主要目的还是“为
了孩子好”。说句实在话，我相信学校的“初心完
美”，然而这种“上厕所要写请假条”现象，却失去
了人性化的光芒。首先，这是把所有学生都当成
“熊孩子”怀疑；其次，这种规定会伤及无辜；其
三，这种管理模式不符合生理需求。试想，当一个
孩子确实闹肚子的时候，繁琐的审批会耽误上厕
所的时间。谁都知道，
“ 憋屎”对健康危害很大。
“上厕所要写请假条”折射出粗暴管理的臭气熏
天，如此管理方式应立即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