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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一致赞改革，
心里难舍小算盘”
——部分部门和干部改革心态扫描

有的干部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在经历阵痛后能够顾全大局支持改革，但担心
自己被孤立；有的部门和干部嘴上支持改革，但改到自己头上就心生抵触；有的
人认为一些改革“看上去很美”，但对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抱有观望疑虑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社会各界普遍对改革热
情高涨、充满信心，但部分部门和干部中有几类心态值得关注。

理解支持型：

“油水少了外快没了，
但也能睡踏实了”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近年来打造农村集体资
产管理交易平台、农村财务监管平台、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股权管理交易平台，全面加强农村财物管
理。“以前村里的厂房物业、土地等项目往往在小
圈子招租招商，想拿项目的亲戚朋友总来请吃饭、
送红包，帮忙担心犯错误，不帮得罪人。”南海区一
位村支书说，自从有了“三平台”，虽然“油水”“外
快”少了、“条框”“规矩”多了，但村干部贪腐的可
能性也少了，在群众面前的形象也好多了。

北京市今年以空前的力度进行义务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通过教育资源整合、削减校长权
力、取消共建入学等措施，推进就近入学，有效
遏制了择校歪风。“通过这次改革，校长的权力
没有了，学校也没法收择校费了，自己肯定有些
失落，但大多数老百姓满意了。”北京市西城区
一位名校校长说：“也希望这种改革能在更大范
围推行，防止别的学校来掐尖，这样先改革者才
不会吃亏。”

受访的部分干部群众反映，一些政府部门
和领导干部往往嘴上赞同支持改革，但真要改
到自己头上，触动到自己和部门的利益，就采
取各种方式抵触、拖延。

某直辖市政府负责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位
干部告诉记者：“有一批全市取消审批事项近
百项，其中只有一项是部门主动提出的，其他
都是上级强压出来的。改革中触动一些部门
的利益非常难，有的部门说，审批是目前唯一
有效的监管手段，还吓唬说一旦取消审批，就
会引发行业混乱。实质是只考虑部门利益，不
愿放手。”

类似“嘴上赞改革、心里烦改革”的情况在
各地各领域改革中并不少见。重庆市一位县
级法院院长告诉记者：“县里的领导大会小会
都大谈改革，但我一去谈司法体制改革，领导
就很反感，可能还是害怕权力失控，担心审判
改革后，不好干预案子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
授郭巍青：不敢冒风险、不敢牺牲利益的改
革者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因此任何的变革
都需要激励机制来加以保障。在当前改革
环境中，由利益受损者变为改革支持者的
人难能可贵，应该加强鼓励，扩大宣传，引
导更多干部成为改革型干部，为改革营造
更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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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唐皇凤：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很
大，但部分干部不“大胆改革”，却大做“表面
文章”，用文件、会议来落实改革要求，这种阳
奉阴违的现象极有可能使改革举措成为一纸
空文，最终损害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应运用
多种手段来约束“阳奉阴拖型”改革，加强监
督，倒逼这些基层官员以实际行动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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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说：当前改革应在凝聚共识、坚定决心的
基础上，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着眼具体问
题，完善配套制度，细化操作方案，加强对
基层的解疑释惑和具体指导，通过树立典
型示范展示改革走向，让改革跳出纸上谈
兵，一一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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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说：要对改革进
行阶段性评估，改革措施的效果和社会反
响如何，应该及时跟踪研判，在此基础上结
合地方实际，不断完善改进改革方案。只
有这样，改革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才能
调动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

记者 赵仁伟 季明 詹奕嘉 毛振华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新媒体专电）

阳奉阴拖型：

“真改到自己头上，
就不舒服了”

不少受访者谈到推进改革时，经常会说
四个字：有点迷茫。一些领导干部表示，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出来了，但在
基层怎么落实、如何见效，很多人并不十分
清楚。

“各级各层都在传达改革精神，但落实
时还不是十分具体，成果还没完全显现，基
层有些迷茫。”南京市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
说，一个是政府职能边界问题，哪些事情应
该交给市场，哪些事情应该由政府处置，应
该有一个界限区分。目前街道工作无所不
包。街道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另
一个困惑是考核评价问题。比如，以前都
是习惯数量评价，取消对街道经济指标的
考核，今后怎么评价考量经济发展繁荣的
程度，今后的经济工作怎么推进落实，最后
怎么评价街道评价干部，还不明确，我们心
里还没底。

暂时迷茫型：

“都在喊改革，
但不知怎么搞改革”

不少领域的干部群众反映，一些改革措
施看起来很好，带来了改革的蛋糕，但由于配
套没跟上、前景不明朗，成了“中看不中用”
的措施。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过程中，一些中小城市在实行“零门槛”后，
主动申请落户的仍然不多。究其原因，在于住
房保障、就业服务、子女教育等相关配套制度
不够完善。

四川省统计局于4月至5月在省内9个城市
随机抽样访问了3000名进城务工人员。结果显
示：超过半数的进城务工人员表示，如果转为城
镇户口，“希望家中土地维持现状不变和有偿流
转”和“希望农村住房维持现状不变”。这主要是
由于城镇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农民对城市就
业和生活缺乏稳定预期，加之担心失去农村土地
等诸多权益，许多农民愿意在城镇生活但不愿转
为城镇户口。

观望忧虑型：

“改革带来的蛋糕，
不能中看不中用”

“黑广播”：一套设备“占领”一座城市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天

津、云南、广东等多个省市，陆续
出现了大量私人架设的“黑广
播”。这些“黑广播”往往以传播
散布淫秽色情、医药信息来获取
收益。不但数量多、功率高、信
号强，且单套设备覆盖范围很
大，严重时甚至对民航指挥产生
严重干扰。

家住北京百子湾家园的乔先生，
已有 20 多年收听电台广播的习惯
了。但最近几个月来，他发现原先自
己每日收听的体育广播，突然变成了
24小时的买药广播。

就在乔先生向记者反映情况的前
一日，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也曾接到
群众举报，在位于朝阳区的一栋居民
楼内听到可疑广播。通过检测执法人
员发现，该频率播放的非法广播内容，
占用了正规调频93.2兆赫的频段。也
就是说，有人私设电台，通过自行的广
播发射器，将一些未经允许的广告内
容，强行插入了正规的电台频率内进
行播放。

执法人员勘察发现，该非法电台
的发射天线架设在居民楼顶，广播内
容覆盖的范围很大，北至天通苑，南至
南二环，都可以收听到，是一个典型的

“黑电台”。
2014年7月的一个夜晚10点左

右，记者特意驱车来到五环外，通过手
动式调台收音机，听到3－4个广播台
都在播放着“药品”内容，内容不堪入
耳。接着搜索，记者还发现了内容更
露骨的淫秽色情信息。

一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多
年的业内人士曾告诉记者，每周凌晨
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电台停播维修时
间。而这个时候，往往也是各大“黑电
台”开始插播各类内容的“黄金”时间。

“黑广播”强占
正规电台频段

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业务一处处长
刘晓明告诉记者，私人架设“黑广播”在技
术上并不复杂，只需要一台播放器、一个
发射机和一根一两米长的天线，但所带来
的危害却难以想象。刘晓明介绍，他们之
前在朝阳区一栋居民楼里执法，现场查获
一台功率为2000瓦的“黑广播”设备。
设备一开，大半个北京都能听到。

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天津，据天
津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天津曾

查处一台1000瓦的“黑广播”设备，比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功率还大。其在
天津市中心的高楼上架设，信号覆盖了
除蓟县以外的整个天津。

2014年3月28日，天津无委会接到
奥凯航空公司投诉，表示其132MHz调
度频率受到严重干扰，无法正常使用。经
监测站监测和奥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比
对后确认，在97.8MHz频点上，一个“黑
广播”发射的内容与132MHz的干扰信

号内容一致。其影响之大，足以干扰民航
的正常起降、滑行。

据奥凯航空机长姜涛介绍，广播的
频段和民航无线电导航频率相邻，他们
经常会遇到“黑广播”的发射频率“串”
到民航频段的情况，在民航导航的频段
播广告、放评书，影响机长和地面通讯。

据业内人士分析，“黑广播”的影响
半径为300公里范围，也就是半小时的
航程，正是飞机起飞降落最危险的阶
段。如果地面完全听不见呼叫，飞机有
可能处于“失联”状态，造成严重后果。

“黑广播”一开 飞机可能失联

“黑广播”即未经无线电管理部门
批准、私自架设的广播电台。这些私
自架设的“黑广播”设备又是从何而
来？

记者调查发现，获取设备简单得
令人吃惊。通过淘宝，记者联系到销

售广播设备的吉安新视听广电服务有
限公司的朱经理。他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生产“朴工”牌的广播设备。
2000瓦的设备只比电脑机箱稍大，重
约35公斤，连天线、发射机、播放器共
计4.7万元。只需将所需要播放的内

容输入，即可24小时无人看守循环播
放。该卖家告诉记者，平均一天可以
卖出两三台。

那么，购买这些非法进行广播的设
备，需要什么资质？另一位在淘宝开店
售卖类似设备的店主——江西赣州通
科电子有限公司赖经理告诉记者，买机
器不用出示任何资质证明。

广播设备居然随意买卖

“黑广播”危害如此之大，在法律
上如何界定和惩处？司法界人士称规
范此类问题，我国有两部行政法规，分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其中都
规定，任何公民个人都不能设立广播
电台。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告
诉记者，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黑广播”
制售产业链条存在监管空白，亟须完
善。我国相关法规对广播科研、生产、
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对设备销售行
为却没有相关规定。

在查处上，目前相关执法机构也只
能没收设备，并不能依法依规实行进一
步的处罚。只需重新购买一套设备，换
一个地方，这些“黑广播”就又可以重新
开工。

相关专家建议，应该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打击力度，要加强无线电管制设施
建设，提高对重要频率和专项任务的保
障能力。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相关法律法规
亟须完善

现
象

危害

调查

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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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兼职实习，往往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
“第一课”。然而，当勤工俭学、社会实践的美好
愿望遭遇剥削乃至骗局，带来的不仅是沮丧，更
有风险。

强制及超时工作，克扣工资，甚至被骗财、
骗色……频频传来的大学生们兼职消息令人扼
腕，更促人警醒：监管是否缺位？有没有相关法
律保障？

陷阱重重：
黑中介骗钱 霸道商家扣钱

“招聘老冰棍促销员，工资80—150元，日
结。”一则兼职广告近日在广州大学城兼职网、
兼职猫、百姓网等网站贴出后，引起不少女大学
生的兴趣，广州大学生小瑶感觉报酬不错就报
了名。

然而实际上岗后，小瑶却发现有很多霸王
条款：未做满8小时不结算，不卖到100根只能
按0.5元每根提成。如有意见，公司“督导”就以

“打人”相恐吓。最终，在烈日下站了8小时的小
瑶一天只拿到了15块钱工资。

汕头大一学生小辉原想趁着暑假挣点钱新
学期买电脑，结果被“黑中介”骗了钱。他在赶
集网上搜到有麦当劳、肯德基的兼职招聘信息，

“上面说的是220元日结，感觉挺不错的”，到现
场后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已招满。交了180元会
员费后，被“允诺”一有兼职信息就电话告知。
但小辉连续数日收到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信息，
之后只能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有些招聘甚至是纯粹的骗
局。吉林的大学生小杨前段时间被一个兼职
做打字员的工作吸引，招聘信息上称按照打
字数量付钱，他和同学争先恐后地填报名表
并交了150元咨询费。但第二天当报名的同
学再来到公司时却发现，公司地上一片狼藉，
早已人走楼空。

除此以外，在大学生实习方面也问题不
断。来自南宁的大学生小李说，学校在五月底
放假，要求学生们不能回家，而是集体去东莞的
企业实习两个月。“不去的话，成绩和毕业就会
受影响，说是实习但干的都是苦力活，也没有签
订任何书面协议。”

鱼龙混杂：
网招无监管 兼职无协议

当前大学生寻找兼职大多通过求职网站，
而不少网站监管不作为，使得虚假信息猖獗，使
大学生兼职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对于商家或中介有意无意误导的做法，广
州大学城兼职网负责人廖先生也比较无奈，“如
果有大学生举报，我们会核实，然后把不良商家
或中介拉入黑名单，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个。”

业内人士表示，大型求职招聘网站都会对
商家的营业执照进行核实，但这很多时候也是
形式大于实效。记者在赶集网发布的兼职信息
中随机挑选了一则“营业执照已验证”、名为“广
州飞扬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
记者拨通了该公司联系人陈经理的电话，对方
要求记者第二天来面试。但当记者询问是否要
收取中介费时，对方却突然挂断电话。

“这里不排除不良商家利用真执照做虚假
招聘的可能。”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大学生如果
受骗可以诉诸法律，但这个前提是受害大学生
需要有证据，即书面协议。

不过，做过很多兼职的广州大学生小梁告
诉记者，做短期兼职实习，商家都不愿签订书
面协议，兼职实习签订协议并不现实。“现在找
兼职的人这么多，如果你非要签，商家根本就
不理你。”

法律不该有“空白”：
谁来保护大学生权益

正是由于难以签订书面协议，大学生兼职
往往在保护自身权益上先天不足。长期关注大
学生实习与就业的律师陈曦表示，由于兼职未
签订劳动合同，也就不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
虽然口头协议属于契约的一种，但遇到不良商
家或中介，显得不堪一击。

此外，法律法规缺失也是导致大学生们权
益难以受到保护的重要原因。广东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副调研员谢向军表示，广东省
在2010年出台了《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
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希望填补大学生实习、
见习生劳动权益的法律“真空”。然而该条例虽
然出台了四年时间，但法规内容却很模糊，对于
大学生兼职利益保护也未细化。

不过，针对大学生兼职受骗愈演愈烈的现
象，已有不少学校通过开展讲座和校友会的形
式，向学生传授实习兼职经验及注意事项。广
东一些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的校内兼职管理机
构，不仅提供兼职服务，还提供正确引导与帮
助。暨南大学的家教联盟，在集纳家教信息后，
通过核准与筛选后提供给大学生，让大学生的
兼职多了一份保障。

有专家表示，大学生是具有完全民事权
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今后应把大
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赋予兼职大学
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同时要求所有用人
单位严格遵守，违法必究，通过法律的威慑和
保障来执行，这是充分保障大学生实习兼职
权益的关键。

郑天虹、王厚启、张佳
（新华社广州8月25日电）

聚焦大学生暑期兼职：

社会第一课
如何防止黑色陷阱

生活观察

在网络上销售的各种广播设备。 新华社记者 公磊 摄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乔先生因为
受到“黑广播”干扰，导致北京体育广播
无法正常收听，他不得已改成用手机通
过网络在线收听广播。

新华社记者 公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