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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刑罚执
行监督工作情况报告时说，一些“有权
人”、“有钱人”犯罪后“以权赎身”、“提钱
出狱”等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正
的“依法治国”。倘若法律只是对于多数
民众才有效，而对于“有权人”、“有钱人”
便变得“虚无”起来，那么，“依法治国”当
然就只能是纸上画饼，哪怕再大再漂亮也
无法让渴望社会公平公正的亿万人民充

饥。检察长提醒人们关注的引起公众强
烈不满的现象，正是当前我们真正落实依
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之路上极为
凶狠的恶虎之一。若不坚决将此虎打掉，

“特殊群体”便仍旧会继续“特殊”下去，民
主法制就有被搁置虚化的危险。这正是：

以权赎身惹民怨，
徇私枉法敢逆天。
花钱能使鬼推磨，
虎蝇岂肯蹲牢监？

（文图/吴之如）

@法制网：“单位受贿罪”的罚金该
谁来出？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教育局
收受回扣被当地法院判决认定构成单位
受贿罪，判处罚金20万元。既然是单位
受贿，整个单位所有人都是这笔受贿款
的共同受益人，利益均沾者理应受到惩
戒才对，得利者就应退出赃款，用来交单
位的罚金，对于此事法必须责众。

@中国青年报：国产大飞机下线激
励经济转型和升级。多少亿条裤子才能
换来一架大飞机？回答这些问题，其实
就是转型中国如何实现升级的追问。未
来的中国，不可能再走来料加工、贴牌生
产的粗放之路。与波音、空客相比，中国
的大飞机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只要有
了初期的大突破，就必然会茁壮成长。

@新京报评论：保护出租车，千万
别学“虎妞爸爸”。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向

交通运输部致函称，应坚守“私家车不得
营运”底线。面对新兴技术、经营模式，
行业协会也好政府主管部门也好，应顺
势而为。不要像《骆驼祥子》里“虎妞爸
爸”——人力车厂主刘四爷那样，觉得自
己的经营模式就能千秋万代。

（饶 辑）

■ 然玉

在六年时间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
集区教育局要求学校统一从淮南市新
华书店征订教科书等学习资料，以“宣
传推广费”的名义账外收受新华书店回
扣 523924 元，被当地法院判决认定构
成单位受贿罪，判处罚金 20 万元。（11
月3日《法制晚报》）

一起本不起眼的案件，因为被判构成
单位受贿罪，而引发了法律界的广泛关
注。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与之相似的犯
罪事实层出不穷，但做出如此判决却少之
又少。可以说，所谓“单位受贿罪”几乎成
为沉睡的法条。它不被援引、缺乏判例，

久而久之俨然丧失了现实的适用力。恰
是在此背景下，淮南市的最新案例，方才
被解读出了某种“信号意义”。它或许预
示着，国有单位内“违法获利，集体瓜分”
现象，将被强化刑责追究。

淮南谢家集区教育局一案，很好地解
释了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其犯
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单位；再者，其犯罪过
程乃是基于“整体意志”，并伴随有“利益
均沾”的特性。客观来看，关于单位受贿
罪的法律表述明晰、适用范围清楚。日常
司法实践若要“据此判案”，完全毫无技术
难度可言。可是在现实中，该罪名却长久
形同虚设，这无疑耐人寻味。

在过往多数时候，各地都倾向于用财
经纪律、组织规范，而不是诉诸于司法途
径，来对国有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约束。
比如说，开展“小金库”治理专项行动，倒

逼各单位收支透明、专款专用——对于从
中发现的违规线索，最终也多是施以行政
处罚了事！正是由于这种惯例使然，在破
解国有单位财务乱局的努力中，司法机构
往往扮演着较为次要的角色。

然而时至今日，事情显然已在变
化。在淮南的最新案例中，涉事的教育
局被判以“单位受贿罪”，此举所传递出
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个案的范畴。这一
方面意味着“案件定性”的调整，由违纪
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相应的惩戒力度势
必强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法不责众”的
旧例被打破，利益同盟的内部狂欢，将面
临被集体追责的可能。可以预见，“单位
受贿罪”将有效实现相关犯罪的类型化，
并就此提供标准化的处置路径。维护国
有单位的财经秩序，由行政主导转而变
成司法主导，这是值得期待的新迹象！

“单位受贿罪”凸显司法主导作用

近期，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等地玉米价格大幅
下降，一些农民卖粮收益因此减少，“粮贱伤农”再次成
为社会关注焦点。根治粮贱伤农这样的“老毛病”，
应用市场化、国际化的视角，有针对性开出新药方。

为保护农民种粮收益，最近几年我国玉米临
储价、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性粮食收购
价稳步提高，也带动粮食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农民
种粮收入随之增多。但与此同时，“粮贵”也诱发
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粮食价格上涨，市场需求不旺，大量粮
食进入国储库，造成粮食库存压力增大、国家财政
补贴增多；粮食加工企业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甚
至陷入行业性亏损；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我国粮
食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下滑等。

因此，解决粮贱伤农的老问题，要寻找更好的
解决方案，特别是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能避免引
发新问题的“新药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
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是各地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

防止粮贱伤农，应扩大目标价格政策改革试
点范围，确保粮食价格下降的同时，不影响农民种
粮收益。可以借鉴新疆、东北等地棉花、大豆目标
价格改革经验，逐步实行玉米、水稻目标价格制
度，科学设定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农产品目标
价。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时，由国家财政补贴
其中的差价，真正实现“粮贱也不伤农”。

防止粮贱伤农，还应开发农业二、三产业增收
空间，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
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附加值，开发农业的多种功
能，充分挖掘乡村生态休闲和民俗文化价值。

防止粮贱伤农，还可以在提高农民经营性收
入的同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应加快农村产权
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外出务工，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加大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
方面的扶持力度，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防止粮贱伤农，还应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向农业、农村、农民扩展，引导有能力、有经验的农
民工返乡创业。优化农村发展环境，降低创业成
本，让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舞台、新主体。 （管建涛）

根治粮贱伤农
老毛病应开新药方

■ 郑彤

4 名青年向陵水一种植基地索要
“保护费”未果后，毁坏了190棵黄秋葵，
价值266元。省委书记罗保铭先后两次
作出批示，要求尽快侦破案件，打击违
法行为，保护群众利益。陵水警方14天

侦破此案，行拘4人，当地也举一反三开
展专项整治，力争为投资者耕好平安责
任田。（11月3日《海南日报》）

发展环境好不好，关键看政务服务
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怎么样。一起小
小的农作物破坏案“竟然”受到了省委
书记的重视，不仅让当事的种植户感到

“很意外”，也让当地群众吃下了定心
丸。正如新闻所说，案件虽小，但影响
恶劣，如果让敲诈、破坏的态势持续，势
必会让老百姓胆怯、让投资者寒心，影
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

辔。虽然说，法治社会的建设绝非一朝
一夕之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一
朝一夕”之小事，却能影响到我们前行
的速度和效率。而对影响群众切身利
益的案件及时查办，不仅彰显了我省在
法治建设层面的“快准稳”，用迅速的行
动、精准的打击、稳练的手段，为地方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也体现
出我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抓细、抓实、
抓早的责任和担当。

尽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已经在
优化发展环境、助力经济建设、擦亮地
域名片等方面，取得了诸多令群众幸

福、让百姓信服的成绩，但是在个别地
方、个别行业，难免仍存害群之马。他
们或为一己之私，行侵民扰企之勾当；
或逞一时之强，谋坑害他人之逆节。
其间，既有“红眼病”发作者，又有“利
益链”后的推手。只见他人“盘中餐”，
不见他人“汗滴土”，无视契约精神与
法律条文，打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
幌子，张“狮子口”要“保护费”……于
是，恢恢法网便可能被细噬慢啮出现
纰漏，德治堤坝也或因小小蚁穴面临
危笃。

慎防小病成顽疾，不仅需要我们

树立“瑕能掩瑜”的思维，拒绝饰垢掩
疵，精耕细作“责任田”，对侵害群众利
益的毛贼零容忍；还需要我们拿出久久
为功的韧劲，不做“差不多”先生，持之
以恒办实事，对污损地方名片的行为

“拘小节”。同时，也需要我们致力于群
防群治，构建全民守法防线，让大家不
仅成为法治建设的受益者，更争做法治
社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毕竟，既没有

“关门放狗”的待客之道，也没有“天高
皇帝远”的法外之地。对于那些任性
妄为的“小丑”，就该“拘小节”“抓小
辫”，并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优化海南发展环境就要“拘小节”

“以权赎身”惹民怨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专题

有的学校组织“双创”志愿者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
人，一对一照顾老人，陪老人聊天，照顾老人生活，为老人
送去节日的祝福，从小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良好品质。

此外，龙华区教育系统还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出
行，文明旅游”主题教育活动，利用中秋、国庆假期等节假
日，各学校、幼儿园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出行，文明旅
游”主题教育活动。活动让广大同学认识到了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及国家卫生城市，作为一个海口人出行要文明，
旅游要文明，以实际行动践行“双创”。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经典诵读、尊老爱幼等活动，
促进“小手拉大手，双创进校园”活动开展。通过开展
朗诵弟子规、诵读经典名诗名句、背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双创"知识竞答等让学生们感受到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培养学生良好思想道德情操和爱国热
情，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理解“团聚团圆”在
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
幸福生活。

以开展“双创”知识进课堂的教学观摩暨专题研讨
活动推动小手拉大手活动，各学校利用公开课、研究课、
汇报课等形式开展“双创”知识进课堂的教学观摩暨专题
研讨活动。针对“双创”进课堂的“度”和“法”进行专门研
究，各门学科任课教师对口观摩研讨。

以开展做文明礼仪操活动推动小手拉大手活动。龙
华区属各学校利用大课间活动时间组织全体师生学做

“文明礼仪操”，共同打造文明校园，文明家庭。
以举行“中国梦·我的梦”活动推动小手拉大手活

动。在国庆期间，各校通过升旗仪式、节目表演、诗朗诵、
学习双创知识、召开主题班会等形式举行“中国梦·我的
梦”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同迎接祖国66周年华诞，
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以开展“双创”歌曲唱响校园，唱响班级活动推动小
手拉大手活动。

以举办道德讲坛活动促推动小手拉大手活动。演讲
内容朴实生动，家长对演讲非常满意。同学们表示要励
志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据介绍，“小手拉大手、双创进校园”活动经过两个月
开展，达到了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
区、文明整个社会的目的，提高群众对“双创”工作的知晓
率，参与率，也成为龙华区推进“双创”工作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文明整个社会

龙华“小手拉大手、双创进校园”助力“双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是一项群
众性的实践活动。为激
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培养良好的
品德和行为习惯，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带动家庭成
员、社区居民养成文明习
惯，提升文明素养，助力
海口市“双创”工作，龙华
区积极开展教育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一个社区、文明整个社会
的“小手拉大手”活动。

根据龙华区委区政府要求，龙华区教
育局制定“小手拉大手、双创进校园”活
动。近日，龙华区“小手拉大手、双创进校
园”活动启动仪式在全区各中小学与公办
幼儿园同步举行。区委书记王东宣布“小
手拉大手、双创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区
长符革宣读《致全区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号召同学们充分发挥“小手拉大手”的积
极作用，带动身边所有的人以饱满的热情
参与“双创”工作，为美丽家乡的建设贡献
力量。

金盘实验学校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

家长代表相继作出表态发言，表达了全区
师生与家长共同努力为“双创”目标的实现
积极奉献的意志与决心。当天的主会场举
办“小手拉大手、文明卫生小使者”授旗仪
式与万人签名仪式，区属各学校、幼儿园派
出代表领受“小手拉大手、文明卫生小使
者”旗帜，在条幅上签名。区属其它中小学
与幼儿园分会场也同步举行授旗仪式与签
名仪式，象征着全区教育系统已迅速行动
起来，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积极投身“双
创”工作，以“小手”的力量带动“大手”共同
努力，为“双创”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万人同行
争当文明卫生小使者

据了解，龙华区各学校以家长会的形式开展了“小
手拉大手，家校促双创”的宣传教育活动。家长会上，
学校通过广播系统为广大家长做了双创知识讲座，并
号召家长们从我做起，倡导文明，积极行动，践行文
明 ，投身到双创工作中。

家长们通过聆听双创知识讲座、做双创知识测试
题、双创知识抢答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了解双创
知识和学校的双创工作。希望通过家校合作，让孩子
们的小手拉着家长们的大手，携手走进“双创”的工作
队伍中来，为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做出努力。

在万绿园，孩子们带动家长自发组织“双创”爱心

义务劳动，对垃圾进行清理；在学校门口，各学校每天
安排教师、家长和学生志愿者在校门口值岗，维持校门
口的上放学秩序，对全体师生进行文明礼仪示范教育，
有效地管理校门口的交通秩序与周边环境，保持校门
前交通顺畅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在社区，“双创”小志
愿者们来到社区，对社区街道进行了仔细认真的清洁
打扫，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自己的小手让社区面貌
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开展助力“双创”美化校园卫生大扫除活动。区属
各学校纷纷组织全校大扫除活动，老师、学生、家长齐
参与，大家通力合作，积极劳动，将校园各处打扫得干
净整洁，一尘不染，力求营造干干净净的校园环境。

带动家庭
家校携手“双创”

系列活动
推动“小手拉大手”

A B

C

海口市龙华区中小学生在“小手拉大手、文明卫生小使者”条幅上签名。

■ 凯宁 陈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