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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更大市场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昨天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清单主
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
大类，共 151 个事项、581 条具体管理措
施，与此前的试点版负面清单相比，事项
减少了 177 项，具体管理措施减少了 288
条。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的发
布，标志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
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让
市场准入的门槛更低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更宽了，市场主体只要依据负面清单，就
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各
个领域和行业，不用再担心是否能获得审
批和受到限制。如果在负面清单之外受
到进入限制，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对政府职
能部门的行为提出质疑，确保自己的权益
不受侵犯。如此一来，对于调动市场主体
在创业、投资、创新、创造等方面的积极
性，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消除市场主体投资创业创新的后

顾之忧。
也许有人会说，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对外
开放的大门更宽，对于市场监管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确实如此，因为事前“管”得
少了，不再设立很高的门槛了，对事中事
后监管的要求也就高了，难度也大了。尤
其在转型时期，可能会面临许多新的矛盾
和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准入范围扩大、
门槛降低以后，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产生更复杂尖锐的矛盾呢？未必。实行
负面清单制度后，行还是不行、能还是不
能、准还是不准的界限更清晰了，路径也
更明确了，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
并严格按照规则来加强市场监管。长期
以来，市场环境中很多方面的界限并不清
晰，监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界限模糊、模
棱两可的情况，导致监管很难作出及时准
确的判断。在界限不清的情况下，更容易
出现监管不严、监管错位、监管失位以及
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等方面的问题，导致

监管严重失序失控。
有了负面清单制度，对错、好坏已经
非常明确，监管者可以把过去用作判断、
扯
皮等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完善监管体
系、
强化监管措施、
解决监管难题。负面清
单本身意味着更加公开、
透明、
统一的监管
规则，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能便捷准确地
判断是非对错，
避免出现扯皮和推诿现象，
从而减少监管摩擦，
提高监管效率。
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企业，都需
要认真学习负面清单制度知识，研究负面
清单制度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更好地适应
和使用负面清单制度。对政府职能部门
来说，重点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审
批机关要切实按照负面清单履行职责，对
负面清单之外的事项，不能再设置进入限
制，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即便是许可事
项，也要尽量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二是监
管机构要善于适应新的监管环境，认真制
定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责任，严格做到该
放的坚决放、该管的不能松，尤其涉及民
众利益和安全的事项，
要依法从严监管。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既然负面清单已
经非常明确地作了界定，就必须严格按照
负面清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有些
市场主体不守规矩不讲诚信，动辄利用市
场空隙或监管不到位的空间，实施损害其
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对此监
管者必须严格执法，决不姑息手软，决不
让少数市场主体损害整个市场秩序。
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对市场主体
的市场意识和市场适应性的考验，也是对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考验。有较强的
治理能力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就不必担心
市场准许门槛降低后会出现问题，不必担
心市场主体会不适应新的准入环境，反
之，则可能难以应对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和
矛盾。
新的负面清单制度应当尽快运用于
市场，让所有企业和创业者都充分了解并
自觉执行，以更好更有效地创办企业、投
资项目、加强合作、做大市场，让负面清单
制度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艾琳

“自我纠错”报告
告别讳疾忌医
据 12 月 25 日《新京报》报道，近日，北京市级及各区首份全景式行
政复议报告——《通州区行政复议报告（1999-2017）》发布，报告显
示，近 20 年通州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968 件，纠正行政行为错误 89 件；
被确立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通州行政复议案件逐年递增；20152017 年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超总量的一半。
《通州区行政复议应
诉十大典型案例》同时发布，这是北京市首次公开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这份报告列举了大量错误案例，主体就是讲错误以及如何纠正错
误，颇为难得。因此，这份报告被媒体解读为“自我纠错”报告。
作为具体案例，错误可能已经属于过去时了，但错误背后的一些
深层次问题可能顽强地存在着。政府部门犯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
的是观念问题，有的是方式方法问题，还有的是“粗心办错事”甚至“好
心办错事”
。
对于所犯的错误，既要定性分析性质，也要定量分析程度。正视
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正视错误有两种，一种是关起门来承认，二是敞
开门来说明。其实，把错误公之于众，并不见得就会丢面子，有时反而
能够拉近政府和群众的距离。
发布“自我纠错”报告，意义起码有两点。一是表明态度，不讳疾
忌医，有错就认、知错就改。二是通过分析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
议，从而避免再犯错误。正如有关方面所说，
“发布典型案例，以案说
法，比纯理论说教要生动许多，效果也更好，有助于提升行政机关依法
履职、依法行政的水平”。一个个案例就是一面面镜子，从中既看到了
别人的错误，
也能警醒自己。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正是因
为我们有着自我革命的勇气，才纠正了很多错误，保证了正确的航
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求“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发布
“自我纠错”报告，是改革精神的体现，是以对自己不留情面来对百姓
有情有义，是以对问题的不留后路来对未来担当负责。
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要想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就要正视错误、
改正错误，就要从别人以及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寻找教训和启示。
“自我
纠错”报告值得点赞，更应该成为常态。
毛建国

﹃网恋﹄博彩实诈骗

业界“大咖”党校授课
彰显开放精神
据报道，近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内部高规格的“理论视
野·读书会”连办两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期读书会的主讲嘉宾是两
位知名企业家——董明珠和马化腾。读书会上，两人分享的主题都是
“改革开放与初心使命”
。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读书会，不仅体现在打破惯例，邀请两名企
业家主讲；还体现在接续传统——在董明珠、马化腾开讲前，读书会已
有近 4 年未举办活动；更体现在读书会的高大上——举办地点在中央
党校，由大咖来主讲，并由中央党校领导负责总结和点评。
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
水平。举办读书会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对于中央党校教师、学员、
研究生来说，这样的读书会更具深刻价值。
“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无
论自己潜心研读，还是倾听知名学者演讲，
“ 多闻”对为政都有益处。
而这两次读书会邀请业界公众人物主讲，更是打破常规，别具效果。
这是学界与业界的一次专业对话。无论董明珠还是马化腾，一个
是在国企领域深耕，一个是在民企领域深耕，都是标杆性的代表人
物。作为业界公众人物，他们受邀参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内部
高规格的读书会，既体现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开放精神和包
容情怀，也是与时俱进、接洽现实的生动体现。
这是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精彩亮相。据报道，从董明珠和马化腾
的主讲内容来看，两人都以此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格力和腾讯时的讲
话作为开场，将各自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心得向听众分享。尽管一个领
导国企，一个掌管民企，但两人的企业运营经历都具有典型的解剖特
质，他们所在的企业在企业界都具有典型色彩，由他们负责主讲再恰
当不过。比如，格力电器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有益探索，深度契合了时
代风貌，而两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对其他企业家具有示范效用。
这是向改革开放的一次深情致敬。无论董明珠还是马化腾，都是
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鲜明的个人气质，完美对接了
鲜亮的时代精神，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而今天的他们又
标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以马化腾的成长为例。作为受表彰的
改革先锋，马化腾曾说过：
“我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
益者。”显然，这是由衷之言。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格力和腾讯都是有
使命感的企业，董明珠和马化腾则是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他们的人生
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40 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
一片新天地，改革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
象。中央党校邀请两人演讲，既是对企业家的温情致意，也是对新时
代的深刻理解。有个细节耐人寻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
（院）长何毅亭点评道：董明珠讲她的奋斗史，讲格力的发展史，告诉我
们一个道理——只要用心去做，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可以做好的，我们
的民族企业是可以做好的，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是能够实现的。这种
鼓舞人心的评价，不仅对与会的人员是一种激励，对所有企业家也是
一种砥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不断呈现新
气象的时代。期待这样的读书会多多益善，不仅重建读书的价值，更
让人感受到新时代蕴含的无限可能，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奋斗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成功一定要去奋斗。用奋斗融入
时代潮流，我们的未来就更加广阔。
王石川

权力的“顺风车”不能搭

《新京报》报道，国内数家线上交友平台、婚恋平台的多名用户曝出，他们通过平台交友后，
被带进了一个以网络赌博为名的骗局。据受害网友组群统计，群内被骗者已近 600 人，涉及多
个“博彩平台”，被骗金额达 1.3 亿元。近日，绍兴警方就打掉了一个网络博彩诈骗团伙，抓获嫌
疑人 79 名。这提醒人们，在纷扰的世事面前，应擦亮自己的眼睛，多动脑筋，不要轻信天上会掉
下免费的馅饼。如此，
才不至于落入骗子们设下的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
吴之如 文/画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甘肃省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
建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调查。在他涉嫌违纪
的众多问题中，有一条是“纵容、
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务上的影
响谋取私利”，这很值得领导干
部警惕警醒。
领导干部手握公权力，是公
权公用，不掺杂一丁点儿水分，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既办公事，
也 办 私 事 ，甚 至 滥 用 权 力 ？ 其
实，从其亲属身上便可见一斑。
像李建华一样纵容、默许亲属利
用本人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
类似领导干部亲属搭上其手中
权力的“顺风车”，说到底就是权
力的滥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家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些领
导干部被查处后，通报中经常会
有这样的表述。许多领导干部
手中握有或多或少的权力，这种
权力常常随着职务变更而变化
或者消失。也就是说，这种权力
只有履行公务才可使用，当然包
括自身的合法利益，而办理个人
私事则用不得，借机以权谋私更
不可取。
然而，少数干部分辨不清手
中权力该如何使用，有的错以为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配偶、
子女以及其他亲戚朋友大开方
便之门，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横
加干预，看似为亲属朋友着想，
实则害了他们，葬送了他们的前
途。白恩培在前边办事、妻子张
慧清在后边收钱，苏荣和妻子于
丽 的“ 二 人 转 ”，刘 铁 男 的 贪 腐
“父子兵”……一些领导干部手
握重权，其亲戚朋友也想搭一搭
“顺风车”。还有的走上领导岗
位 后 ，刚 开 始 自 身 要 求 比 较 严
格，但在金钱、美色诱惑面前慢
慢开始放松警惕。思想防线的
闸门一旦溃决，贪婪的欲望如同
洪水一样来势凶猛，最终将自己
送进“高墙”。忘记了权力来源

于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是
变 成 为 自 己 服 务 ，为 自 己 谋 私
利，这样的权力运行“走势图”，
出事儿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
这些权力“跑偏”的背后，大
多是扭曲的人生观和功利思想
作祟。权力没有大小之分，而只
有公私之别。但也有人认为，官
大权力大、官小权力小，有权不
用过期作废等。受如此扭曲的
人 生 观 支 配 ，手 中 权 力 岂 能 不
“跑偏”？而且，因为假如一切事
情走正常程序、正规渠道，严格
按规矩办事，可能自己什么好处
也捞不到，所以，在行使权力时
往往打一下“擦边球”，搭个“顺
风车”，甚至有的把自己手中的
权力发挥到“极致”，胆子大到了
无所顾忌的地步，视纪律和规矩
如儿戏。
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
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
姓 公 不 姓 私 ，只 能 用 来 为 党 分
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任何
一个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只
能 用 来 为 群 众 做 事 ，为 公 家 做
事。严格履行职责，为群众谋利
益。仔细分析发现，权力并无大
小之分，否则，权力再大也无济
于事。但权力的公私界限却非
常分明。比如：干部执行公务可
以用公车，而办个人私事，公车
则用不得。这就是严格而清晰
的权力公私界限。公权力只能
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而不能掺杂
一丁点儿杂质，趁机为自己办点
私事，行个方便，否则可能会玷
污权力的廉洁性。
权 力 的“ 顺 风 车 ”不 能 搭 。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公私
分明是基本操守，公而忘私是崇
高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公私”关系作出重要论述，对许
多领导干部就是一个有力的警
醒。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必须牢
记在心，付之于行，才能发挥更
大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从而确保
权力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行驶，不
会跑偏更不会触礁。 申国华

对共享玩具市场要规范管理

“酸碱体质”骗局之后
如何遏制伪科学信息流传
据 12 月 24 日《法制日报》报道，前不久，
“酸
碱体质理论”在美国被判为骗局。美国圣地亚
哥法庭判决“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欧·
扬赔偿一名癌症患者 1.05 亿美元。此事一经报
道立刻引起广泛关注。问题是，基于“酸碱体
质”骗局之上的各种爆款“弱碱性”保健品，以后
何以自处？
原来，靠小苏打撑腰的所谓“碱性疗法”，不
过是挖坑设套的一场话术。只是，各类养生骗
局转型升级的速度，早已把消费者的抗忽悠能
力甩在八条街之外。还记得胡万林的“脱水疗
法”、林光常的“生吃理论”吗？还有张悟本的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马悦凌的“温度决定生
老病死”……无论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
会”等如何费尽心力辟谣、打假，总有不少人抱
着
“宁信其有”
的态度前赴后继。
“酸碱体质”骗局漂洋过海，不仅跨世纪而
且跨国籍，这大概说明两个基本道理：一则，养
生保健成为不折不扣的刚需。2018 年 10 月的数
据显示，微信用户中 55 至 75 岁的用户达 6100
万，仅占总用户数的 6%，然而，在微信谣言防护
机制触发用户中，50 岁以上的用户占 43.5%，大
幅超过其他年龄层。这其中，他们最容易被“关
怀式养生保健类谣言”击中。至于晚辈因揭露
养生谣言而被踢出家族群聊的例子，也叫人五
味杂陈。
二则，辟谣机制跑不过谣言的步伐。比如

在微信上，尽管有公众平台辟谣中心、谣言过滤
器公众号、微信辟谣助手等，但养生保健领域
“复制粘贴”的花式谣言仍是泛滥成灾。海量的
医疗保健类谣言和有限的辟谣力量，根本不在
一个较量的层级上。
若只是骗钱也就罢了，问题是一旦被这种
伪科学着了道儿，当事人容易小病养成大病、没
病也得病。一些肆意传播养生谣言的自媒体，
在收割了流量红利之后，作为忽悠产业的幕后
推手，
难道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个责任，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者
的责任。一知半解甚至纯博眼球的“保健文”
“养生文”，仅仅靠封号处理能永绝后患吗？二
是平台发布方的责任。不去审核甚至为虎作
伥的相关平台，仅仅是在辟谣上瞎折腾，前置
审查或关键词过滤机制都不起作用，这究竟是
牛栏关猫还是放任怂恿？最现实的例子是，
“酸碱体质”骗局尘埃落定多日，在微信公号里
检索“碱性体质”关键词，依然存在海量此类伪
科学热文。
有人说，
“ 酸碱体质”易破，
“ 易骗体质”难
除。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与物质生活水平提
升，养生保健领域斗智斗勇的故事大概只会更
为繁复多彩。最关键的，未必是提高消费者的
防忽悠指数，而是医保、科普和法治合力构筑起
铜墙铁壁——唯此，方能让谣言少些生财之道，
让造谣多些成本之虑。
邓海建

“共享”这个词大家都不陌
生，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
享充电宝等，共享经济由出行逐
渐延伸至更多细分领域。随着
二孩政策的放开和母婴行业的
红利逐渐显现，共享玩具悄然兴
起，这种新兴的共享方式能不能
得到大家的认可?它的发展前景
又怎么样呢?
近期共享经济能否赢利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随着一些
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尤其是近
段时间以来，小黄车押金难退问
题 ，更 是 让 不 少 人 唱 衰 共 享 经
济。但是这种模式，通过让人们
公平享有社会资源来获得经济
红利，这种资源共享的方式，符
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该值
得提倡。通过盘活闲置资源，让
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节省资源，
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对于建设资
源节约型社会也大有裨益。
就如共享玩具，一些地方出
现了不少儿童玩具租赁店，通过
给孩子们租赁玩具来生存。一
些玩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给孩
子买太多就显得不太划算，而且
家里玩具堆积太多，也太占用地
方，所以通过租借玩具，只需要
付出几十元，就可以让孩子玩得
尽兴，
还可以省下一笔钱。
对于共享玩具，家长最担心

的是卫生方面的问题，一些年纪
小的孩子可能喜欢用嘴咬玩具，
而这些玩具可能经过很多小朋
友的“共享”，它们是否卫生?虽
然一些玩具租赁店都表示，他们
的玩具会经过消毒除菌，可以保
证卫生和质量安全，但其实对于
共享玩具而言，并没有统一的消
毒工序、检测标准，实体店尚且
难以保证卫生和质量安全，不少
玩具租赁店的卫生和质量就更
让人担忧了。
共享玩具就像共享单车一
样，如果能得到善用，避免其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公众及
社会来说，有存在的积极作用。
但对于共享玩具市场，需要相关
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如对于共享
玩具，要制订统一的消毒工序、
检测标准，要能确保卫生与质量
安全，让这些共享玩具能够带给
孩子们快乐，而不是把一些问题
玩具送到孩子们手中，不能让这
些问题玩具伤害孩子身体健康。
对于共享经济的所有模式，
都需要监管的及时跟进，而不能
任其野蛮生长，这样才能让共享
经济起到惠民利民及有利于社
会的作用，而不至于让一些不良
商家打着“共享”旗号唯利是图，
欺骗消费者，否则就与共享经济
的初衷大相径庭了。戴先任

撸起袖子加油干方能书写精彩答卷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那么，如何答好新时代赋予的
一系列试题，当好赶考路上的答卷人？只
有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谋大事、干大
事、成大事，才能向党和人民交出精彩答
卷。
靠什么精彩？首要的是坚定理想信
念，筑牢精神之柱，方能答好“政治基础
题”
。应把
“立政德”
放在最前面，
加强政德
修养，
始终守好心中的公德。可在现实中，
少数党员干部心存杂念，有的干事创业总
想
“留一手”
，
口号喊得震天响，
关键时刻却
闪烁其词；
有的疲疲沓沓混日子，
沉溺于灯
红酒绿，
寄情于游山玩水；
有的精于打个人
“小九九”，做“两面人”
“ 二传手”和“稻草
人”；还有的在公私之间安装“旋转门”，以
权谋私、
疯狂敛财，
最终堕落深渊。诸如此
类的祸根，
就在于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
“压
舱石”动摇了，其危害不容小觑。因此，最
重要的是学懂弄通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时刻保持政治上的坚定，
理论上的
清醒，
思想上的纯洁，
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
德，遵章守纪，克己奉公，营造风清气正的
浓厚氛围。对于奋进在新时代的共产党人
来说，都应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不要当老好人，
不要明哲保身，
不要得过且
过，不要推诿扯皮，不要搞团团伙伙，而是
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真心融合，凝心聚
力。以实际行动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
个自信”
，
严守
“八项规定”
，
不跨越红线，
经
得住财富、
地位、
享乐、
安逸等诱惑和考验，
接受改革之火的
“淬炼”
，
提升敢担当、
讲政
治、守纪律的综合素养，方能做好这道“政
治基础题”
。
其次是一心为民，奋发作为，方能答
好这道“拼搏奉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
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了答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答卷，不惜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用鲜血
与生命去诠释。在和平建设时期，用奋斗

与奉献去践行。哲人有言，
“ 奉献乃生活
的真正意义”。为了国家科学事业的发
展，留下了许多默默无闻、乐于奋斗、无私
奉献的感人故事：有为了国家核弹事业，
离妻别子，隐姓埋名 20 多年的邓稼先；有
为了研制出核潜艇核心技术，攻坚克难，
“人间蒸发”30 年的黄旭华；有为了打造世
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埋首攻关，专
注于此 20 余载的南仁东；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忘我拼搏，鞠躬尽瘁，
被誉为“拼命黄郎”的黄大年……都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时代楷模。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愿更多矢志于中国梦的奋斗者
始终保持奋斗的激情，把奋斗作为最坚实
的底色，努力在时代与历史的考卷上，展
示新形象，创造新业绩。做好奋斗者，当
好答卷人，心系人民福祉，不断强化赶考
意识，在答卷中体现人民立场，方能赢得
民心。西汉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
的一句话：
“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今天，

全面深化改革处在深水区，在新征程上树
起新标杆，以出彩的作为书写历史，方能
答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
民的精彩答卷。
再次是不忘初心，忠诚担当，方能答
好这道“开拓创新题”。新时代，就是要激
发新状态，在爬坡过坎的路上，发挥探路
先锋作用，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精神，
以只争朝夕、竭尽全力的状态，敢闯敢试
的斗志、开拓进取的精神，实干苦干。明
代吕坤曾说：
“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
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
一步。”权力越大，肩上的责任越重，就更
要像挑山工那样，对待工作不能有丝毫
懈怠，必须初心不改，牢记使命，履职尽
责，忠诚于党的事业。因此，只有撸起袖
子加油干，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
硬的骨头，迎难而上，方能书写出新时代
的精彩篇章，答好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靓
丽考卷。
焦豫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