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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坏的孩子，在下面终于不受待
见了，原因是中石化广东三企业

在公共场合，地方官员发脾

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周全是

气的现象实在不多。 说白了，冲
动的个性，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官
场气质，当官久了，都知道有城

这样怒斥的，
“
明目张胆的！ 明明
发现排污超标， 没人去检查，没

府就是一种能力。
在这种语境下，看到官员
“
拍
桌怒斥”这样的情态，我觉得，这
后面就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了。 这
一回，气愤到拍着桌子发飙的，是

人去督促。 还老要挟地方政府。
说什么为了国计民生。 老百姓也
是国计民生。 ”
垄断总是裹挟民生的， 现在
连地方政府也都成了受气包。 可
以说，现在两桶油真的是玩大了，

的相关产业链， 影响到当地劳动

罗棋布又井然有序的格局下，那

力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
就有狂傲的资本， 不给地方政府

些央企领导保不准哪一天，就被
委任到地方，保不准，一觉醒来

面子， 有时还能让地方政府一脸
敬畏，靠上去讨好巴结一番。
只不过， 这种权力之间微妙

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发现昨天指
着鼻子怒斥对抗的，已经成了他
的顶头上司。

的关系， 不可能总是处于平衡状

对于中石化这种靠权力护

态，一旦垄断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这
种利益博弈失去平衡，双方就会撕
破脸。 现在，广东环保官员拍桌怒
斥中石化“
要挟地方政府”， 说到

佑的央企来说，尽管他们可以长
期压住捂住很多漏洞，包括环保
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注定因
此而中了权力本身的毒。 官商不
分， 权力和市场的界限不明，最
后制造的苦果，说到底，也得他

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周
全，他在一次督察组反馈会上，直
批中石化在
“
要挟地方政府”。

中石化胆敢要挟地方政府， 这底
气和霸气得有多大，不难想象。
中石化要挟地方政府的底

底，也就是垄断央企与地方利益之
间失去了平衡底线。毕竟，在中国，
这些年环保问责力度也越来越大，

中国老百姓受两桶油的气
久矣，生活想要不被那两桶油捆

气，也就是长期恃宠而傲的结果。
作为央企，两桶油在中国，也算得

自然会遏制一些政绩冲动。
问题是，这种怒斥，又能起

怒斥中石化企“要挟地方政府”，
不顾老百姓这种最大的国计民

绑也难矣。 这样长久的艰难到底
为什么？ 很简单，人家是垄断企

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完全就
是一个权力二婆婆的身份。 在这

到多大作用呢？ 垄断不是被吓大
的，垄断也不是被骂大的，民意

生，实际上就意味着权力体系内
部也得吃下这种苦果。

业，而且是绝对霸道的垄断。
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长期
为这种垄断巨无霸鸣笛开道，也

样的央企面前，地方政府算什么，
管不了人家的人事权， 也管不了

汹汹从来没能吓退垄断伸出的
掠夺民生之手，那是因为，像两

当垄断被惯到“要挟地方政
府”的地步，终于听到了官员怒

人家的财权， 挣了钱也不给你地
方政府缴税，不买地方政府的账，

桶油这样的垄断，背后有着强大
的体制靠山。 现在，地方政府斩

斥这样稀薄的声音，也算是刺破
了相关的体制屏障。 现在，最重

不给地方官面子，你又能如何？
不仅很难受制于地方政府，

不断垄断的污染之手，这种执法
的无力感，除了有太多的法律漏

要的，就是从这样的怒斥，感受
到深层次的警示，通过相关的体

很多时候这种垄断企业还可以通
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反制地方

洞之外，更多还是因为央企本身
就有行政级别。 权大一级压死

制改革和法律重建，避免垄断继
续侵害更大的国计民生。

政府，比如，这种央企制约着地方

人，在中国这个官员阶位排列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

严重压制了老百姓声讨的声音。
比如， 现在闭着眼都能想到，这
些年发改委对两桶油发表过多
少赏识性意见。
同样是权力，上面和下面的
差别可就大了。 这一回，被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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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去尝。 现在广东环保官员

有媒体报道， 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督察组日前对中石化在广东省的三家下属企业提出批
评，称这些企业要挟地方政府，已成了环境违法行为或安全隐患的重灾区。 中石化集团 9 月
26 日晚间作出书面回应，决定责成三家企业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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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财经微点击

@ 许小年：经济下行比预想的还快，降价潮正从钢铁、水
泥等资本品蔓延到消费品。 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削减成本,大
批裁员。 产能过剩环境中,货币政策失灵，企业不想借，银行不
敢贷。政府用 1 万亿元投资应对,打个水漂听个响而已。与其扔
钱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陪葬，不如发给抬棺材的，留作失业

一个中秋 两个世界
文 / 石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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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垄断被惯到“要挟地方政府”的地步
文 / 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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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北京一家公司推
出多款用真金白银制造的月饼，价

了一种“
期货类的金融商品”，成
为月饼厂家和黄牛党的牟利工
具，这样的利益链下，最终付出真
金白银的是需要月饼券的企事业

媒体采访时声称，他们确实有这
么一个通知，向员工发放 5 块钱
现金作为中秋过节费。 由于考虑
到“市场上月饼质量差”，加之许

重天？ 如果不正视背后的制度因
素，并努力改变，必然会激化社
会矛盾，加剧阶层鸿沟，进而危
及整个和谐稳定大局。

格最贵的黄金月饼售价为 47620
元 / 套。银行一位理财经理的解释

单位和消费者。 其实，在此利益链
条的背后， 潜伏着一个庞大灰色

多员工不爱吃，所以他们最终决
定不发月饼而发现金。

尤其是那些不劳而获、 手里
月饼越来越贵、 多得吃都吃不完

相当耐人寻味，上述金银月饼很畅
销——
—
“
我们周围全是政府机关，

福利网。 在缺乏监管的背景下，部
分靠纳税人养活的机构终于盼到

据了解，网络水军在网上发
个帖子都标价 5 毛起，而中国的

的人，可不可以在挣足面子、享尽
浮华后，能眼向基层，真正体察下

各地过节来送礼的买的多。 ”
有网友直陈： 一盒月饼达到

了可以借机慷公众之慨的节日，
便瞒天过海， 大量团购月饼券批

一些底层职工过个节日所得福
利仅仅相当于“五毛党”的十次

民情， 认真地思索下该为他们做
点什么？ 哪怕将手里富裕的月饼

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显然
“
醉翁之
意不在饼”。 而这些
“
天价月饼”很
有可能会沦为腐败道具， 成为把

量发放，最终经层层拔毛后，职员
落在手里的是打折的现金——
—最

灌水。 政府官员如果收到一套价
值 47620 元 / 套的黄金月饼套

和月饼券资助下这些注定不知今
年月饼啥滋味的人， 这些职工估

终买单的却是广大公众。
一些人得到根本吃不完甚

餐，则相当于这个厂子的职工过
9000 多次中秋。

计都会对您唱《感恩的心》。
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进一步

至送不完的月饼后，往往弃之如
敝屣，最后选择垃圾桶作为最终

真是一个中秋，两个世界。
鹤山安帕电路板厂是一家

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督，遏制
腐败、拒绝浪费，使中秋充满廉

的归宿，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天价的月饼撑起一些人

创 建 于 1992 年 的 港 商 独 资 企
业，厂房占地面积 80 多亩，拥有

洁清正之风，使之重拾传统文化
内涵。 并进一步彰显公平正义，

天大的面子，造成可怕的腐败和
惊人浪费的背后，另一些人却为

员工 2200 多人， 专门生产制造
高科技高工艺精密多层板、软性

推动各项推动经济增长、惠及民
生的政策落实到位，使普通的中

@ 孟波：北京堵车之际，令人想起文学巨匠马克·吐温的
一句名言：9 月，是北京堵车最严重的月份。 其他最危险的月

但这只是月饼金融化的冰
山一角。 当前，随着节日迫近，月

获得微薄的福利和哪怕最廉价
的月饼翘首期盼。
9 月 21 日，网友“千钧明师”

板等优质线路板。
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外贸
出口低迷的背景下，没有理由简

国人都能顺心舒畅地过上一个
团圆而温暖的中秋。
这是一个天价月饼和五元

份是：7 月、1 月、6 月、4 月、11 月、5 月、3 月、10 月、12 月、8 月
和 2 月。

饼券价格纷纷跳水，网络上转让
月饼券的信息又多了起来。 一些

在网上发帖称：
“
鹤山安帕电路板
厂给每个员工发 5 块钱过中秋，

单苛责这些企业主黑心，毕竟改
善企业的福利必须首先需要盈

中秋并存的时代。 改变是这个时
代的关键词。 但愿人长久，千里

“月饼黄牛” 纷纷采用“低买高
抛”的手段赚取差额。 业内人士
指出，近年来月饼票逐渐演变成

是不是有点黑，有没再黑的，怎么
过节啊！ ”旋即引起网友热议。

利做支撑。 但不能忽视中秋凸显
的巨大福利落差。 为什么都是祖

共婵娟——
—以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名义。

9 月 24 日，涉事企业在接受

国的建设者，节日却过得冰火两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

官员们
“
拉下水”的
“
糖衣炮弹”。
真是有什么样的“消费者”，
就会有什么样的市场。 不是流行
着这样一种说法吗——
—领导不
会记得谁过节送礼了，只会记得
谁没有送。 背后是少数人利用手
中权力变相寻租的张狂，是各项
党政社会监督的乏力。

救济、维稳更有效。
@ 连平：9 月以来有迹象表明信贷状况趋向好转：增量堪
比 8 月，三季度总量可能约 1.9 万亿元；中长期信贷明显增加
而票据却放缓，结构开始好转；市场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压力加
大，两次降息的效应进一步显现。 这说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正
在落实之中。 相应地，投资和 GDP 增速在三季度走稳、四季度
小幅回升的可能性增大了。
@ 屈宏斌：央行加大微调力度的工作进展顺利。 但财政
却在今年实体经济超预期下滑的时候仍实现 1 万亿元的盈
余，该是时候减税和增加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了。

其他

@ 郑渊洁：如果
“
辽宁号”改名
“
盘锦号”，更能让敌人闻
风丧胆。
@ 胡锡进：巴西里约地区有 1000 多片贫民窟，2016 年里
约要开奥运会，还不得臊死？ 拆了吧，至少也得刷层漆！ 但巴西
人的做法是，既不拆也不刷，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他们才不怕
世界笑话。 他们说，谁不知道里约有贫民窟？ 看就看吧。 赞这

闲话汉奸
文 / 羽戈

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今天
这样，“汉奸”横飞，犹如口水，泛
滥在大多国人的嘴角。 论及国
事，一言不合，便怒斥“你这个汉
奸”， 甚至在汉奸之前再加一个
“狗”字，以示庄严。
前不久反日潮涌，“汉奸”作
为利器，为爱国的壮士所挥舞，寒
光过处，人头滚滚。连李娜这样的
运动员都未能幸免。举国反日，她
却去东京参加泛太平洋公开赛，
令爱国者怒不可遏， 汉奸的帽子
便如泰山压顶扣在她头上。 与李
娜同命运的是我的前同事朱兄，
他本计划“十一”去日本旅游，被
他的农民父亲知道了， 当晚就拍
坏了家里的茶几，大骂道：你现在
去日本，就是汉奸！ 你若敢去，就
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朱兄是孝子，
只好改道去新加坡。
满口“汉奸”、一嘴杀气的人
士，都是什么角色呢？ 韩德强教
授是一例。 他参加反日游行，听
见一位老人批评毛主席，上去便
是两耳光，在他看来，此为汉奸
言论，理当挨打。
声称早已预测李娜为汉奸，
扬言“把这汉奸的书收了，集中
烧”的厦门东林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长贾强是另一例。 他一面骂李

样的自信。 希望中国今后也少搞面子工程，别再一开运动会，
城市先刷墙。

娜汉奸， 一面却做日本人的生
意，亲赴日本参加展会，与松下、
夏普合作。
继李娜之后， 彭帅表示将去
日本参赛， 于是一家媒体连续发
布两条新闻，第一条标题为
“
李娜
罔顾钓鱼岛争端赴日参赛， 自私
的汉奸！ ”，第二条标题为
“
日本举
行反华游行， 彭帅不惧危险参加
东京网球赛”。 同样的言行，为什
么李娜是汉奸而彭帅不是呢？ 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什么逻辑？
这些批判者， 其实毫无逻辑
和理性可言。首先，汉奸的定义已

于日本， 这等言论， 骂一声“
汉
奸”，便不冤枉。然而，李娜去日本
参赛，老人批评毛主席，尚且上升
不到出卖国家利益的高度——
—假
如李娜替日本比赛， 或者将老人
的言论置于文革，
“
汉奸” 的标签
怕就粘牢了。批判他们为汉奸，或
者不明国家的权界， 或者故意以
私人的利益去混同、 遮蔽国家的
利益， 甚至将自家的书房视作国
家的公堂，主张
“
朕即国家”，但凡
批评我者， 即批评国家， 即为汉
奸。 至此，
“
汉奸” 彻底脱离了本
相，内涵被严重败坏，沦为了政治

暴力决断，或剥夺汉奸的生命，或
限制其自由，不过终归有度。政治
与道德批判貌似不会伤害汉奸们
的人身权， 实则是一种更可怕的
暴力，因其无度，所以恐怖。 像这
一轮反日游行， 打砸抢肆虐，
“
汉
奸”构成了为暴力、违法之举论证
的最堂皇的理由。 有人去日本料
理店吃霸王餐，对外宣称：开这些
店的人都是汉奸，活该白吃！
活在这样的语境， 开日本商
店的“汉奸”、开日系车的“汉奸”
可悲吗？ 更可悲的是， 陆群先生
说，某市拘留了 47 名参与打砸日

经不再适用于此时此地。 从字面
来讲， 所谓汉奸， 当指汉族的奸
贼， 或汉朝的奸贼 （故清人推断
“
汉奸” 之说始于汉朝）。 今日中
国，虽汉族人最多，却非单一民族
国家， 而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

臆想症患者的独门暗器。
百年以来，对汉奸的批判与
制裁，最严厉的做法，当是诉诸
法律和政令。国民政府曾于 1946
年 3 月 13 日修正公布 《惩治汉
奸条例》；1951 年， 政务院发布

系车、日货店的青年，讯问之时发
现， 有 12 人不知钓鱼岛在哪里。
假如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
12 人才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呢。
写到这里， 不由一声悲叹：
今昔对比，“汉奸” 的所指与能

朵花。那些卖国贼，侵犯的是五十
六个民族的共同利益， 而非汉族
一家的利益，你斥他们为汉奸，置
少数民族于何地？ 汉奸批判话语
的流行，实则破坏了民族团结。所
以有人提议，
“
汉奸”一词可休矣，
而应代之以
“
华奸”。
不论汉奸还是华奸，所诉诸

《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
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战后重建，秋后算账，拿汉奸开
刀，是鄙国的政治传统。 不曾想，
在煌煌盛世，竟也有政协委员提
案， 建议制定 《惩治汉奸言论
法》， 一时传为笑谈。 这是 2007
年的旧事。 若此法订立，放眼今

指，竟完全颠倒。 这个词语的归
宿，是否应该像“反革命”那样，
被扫入历史的尘埃？ 转念一想，
哪怕“汉奸”销声匿迹，相应的说
法必将迅速破土而出。 只要那种
虚幻的爱国情怀存在， 只要独
断、 狭隘的暴力思维存在，“汉
奸”便将谬种流传。 只是这其中，

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利益，而非一
党一派一家一姓的利益。 那么何
为国家利益呢？ 譬如我脚下的土
地明明属于中国， 你偏偏说它属

日，不知将有几多人头凋零。
立法早成过眼云烟， 对汉奸
的政治与道德批判却风起云涌。
法律批判最终虽诉诸制度机器的

真正的汉奸终归是少数；大多却
是如被骂的李娜、被打的老人这
般无辜的炮灰。
作者为法律学者

@ 薛蛮子： 刚才在机场三号楼一时兴起走进“
中国黄
金”。 打听有黄金月饼吗？ 答曰下午进货。“
是 4 万多元的那款
吗？ “
” 是 500 克的，要 20 多万元！ ”妈呀！ 那个能报销吗？ 以
后谁跟我说中国人没创新精神我就跟谁急！ 礼品花样翻新独
出新裁，绝对中国第一！
@ 盛洪微博：强拆现象的根本，是有关土地的法律制度
出现偏差。 如要进行城市建设，就要首先将土地征用为国有土
地，而征地补偿被限制在农业平均产值的六到十倍。 这些规定
压低了农民合理的出价空间，不当地扩张了地方政府权力，给
他们侵夺农民土地制造了借口。
@ 马宇：政府主导的产能过剩才最可怕。 在充分开放的
市场中，供大于求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迫使企业提高竞争
力。 行政审批制导致短期供不应求，加剧投资冲动，最终必然
多批，如此次发改委为稳增长批准了一批本就过剩的大项目。
这种失衡难以通过市场修正，才是最可怕的！
@ 刘胜军改革：我的预言：创业板是一个大泡泡，三年内
将会崩盘。 崩盘导火线是大量上市公司造假丑闻的爆发。 安然
事件告诉我们两点：造假可以假得非常像真的奇迹；造假迟早
会爆仓的。 创业板比主板还要烂， 因为证监会还是那个证监
会，唯一的改变是上市标准降低了。 乌鸦是生不出凤凰的，中
国创业板不可能成为纳斯达克。
@ 赵楚：大表哥杨达才倒掉了，他创造了历史上最昂贵
微笑的先例，大家很高兴，问题是，这种身居高位的贪官是如
何爬上去的？ 按照执政党一贯的干部考察程序， 是谁提拔他
的？ 是谁不断重用他的？ 为什么需要等到人民利用网络把手表
展现出来才完蛋？ 这些才是值得深思的。
马连鹏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