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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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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刘有贵的!人脉"逍遥法外

!明年可能不推荐全优学生上北大"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张

贴出北大中学校长推荐制的 "人选

公示 # 后 $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

华师附中校长吴颖民表示&

!公务员是官场小说最大阅读群体"

!!!

!""#

年
$%

月 $ '决策 (

杂志等调查显示$ 阅读官场小说群

体中$ 党政机关公务员占
&%'()

$ 工

商企业工作人员占
!*'$)

$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占
!"#$%

& 在公务员中$ 普

通公务员占
&'#$%

$ 科级占
!(%

$ 这

是两个最大阅读群体 & 副处级占

)#&%

$ 正处级占
*#)%

$ 两者合计为

$!'!)

& 总和看$ 处级以下占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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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官员# 刘有贵依仗为官时建起

的"人脉#开发房地产$数年间便身家过亿

元$近日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判
+

年

半$并处罚金
$,%%

万元&刘有贵罪有应得$但

助他犯罪甚至从中渔利的"人脉#是否也应

依法追究) 刘有贵曾担任南京市江浦县*现

为浦口区+副县长%六合区副区长$分管计经

委%建设局%土地局等部门& 辞官不到一年$

在任的有关部门"老朋友#"老部下#根据他

的要求$为他"规划#和征用了
-(-+

亩住宅建

设用地$为他几年后资产过亿铺平了道路&

早在刘有贵下海前的
!%%-

年$中纪委

就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离职后
&

年内$不准

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

业活动& 刘有贵却在下海两个月后借来
+%%

万元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之所以

有如此底气$ 是因为他对自己在任时建起

的"人脉#充满信心& 果然$刘有贵的"人

脉#也未让他失望$在其后的土地招标中

弄虚作假$让他的房地产公司屡屡中标&

我国土地法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

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

公顷的和其他土地

超过
*%

公顷的必须由国务院批准&刘有贵公

司所征用土地已超过
-%%

公顷$按常规$在短

短一年之内是无法完成申报批复程序的&刘

有贵能办成$可谓是他"人脉#的"杰作#&

刘有贵
&(

岁担任副县长$在仕途上可

谓"顺风顺水#& 放着好好的官不当$却断

然下海经商$可见他对自己的"人脉#能够

带给他的利益期望之高%信心之足&

靠"人脉#暴富$并非刘有贵一人& 前

不久被判刑的上海周小弟$

!%%-

年至
!%%,

年靠非法倒卖土地收取土地出让款
!%

多

亿元$其间"人脉#的作用也举足轻重&

一方面是土地稀缺$一方面却有人依

仗"人脉#非法倒地& 只有对非法倒地的犯

罪分子与其"人脉#一起追究$才能防止下

一个刘有贵出现& #新华时评$

漫
画
漫
说

--

月
!,

日$在全国组织系统学习王

彦生先进事迹视频报告会上$中组部部

长李源潮指出$ 王彦生同志公道正派%

热爱人民%拙于交际%大公无私$值得每

一名共产党员和组工干部学习-

好一个"拙于交际#-人生活在社

会上$总要与他人交往$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正常

的人际交往在有些领导干部那里却

发生了"变异#$这些人大多干事本领

不大%工作不太扎实$但很工于心计%

察言观色%投人所好$热衷于钻研人际

关系学%厚黑学%升官术等& 一心不可

二用&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需要

官员们集中心思$ 全心全意& 从这个

意义上说$ 领导干部还是 "拙于交

际# 好- #华商报$

近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表示$今年

-

月至
#

月$ 河北省
-+.!*

人因干部作风问

题被处分& "作风问题#包括哪些方面呢)

从报道看$包括不作为%乱作为%乱收费%

乱罚款%挥霍公款%违反工作纪律等不良

风气
/--

月
!,

日'河北青年报(

0

&

"不作为乱作为#只是作风问题$"乱

收费乱罚款#也是作风问题$"挥霍公款#

还是不良风气&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往

"作风问题#里装$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

都笼统归于"作风问题#$这样对待官员

违法行为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作风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

一种道德概念$ 它在错误的定性等级上远

低于"违法乱纪#&作风出了问题$端正一下

"作风#%纠正一下不良习气就可以了&

公务员利用上班时间 "偷菜 #$接待

群众时态度不太好$工作拖拉效率很低$

这些可以归于"作风问题#& 可乱收费乱

罚款和挥霍公款怎么也成 "作风问题 #)

乱收费$收不该收的钱$罚不该罚的款$向

公众收法律未授权收或明令禁止收的钱$

这是滥用公权力对公民私产的侵犯$是赤

裸裸的违法行为$远远不只"作风问题#那

么简单& 还有挥霍公款$拿公共财产肆意

挥霍$这仅仅是"作风问题#吗)

乱罚款其实跟抢劫没多大差别$抢劫

是以私人暴力强抢合法财产$而乱罚款则

是滥用公权力强占公民财产$实质一样&

同样$ 挥霍公款其实跟盗窃也没什么区

别$盗窃是平民窃取别人财产$而挥霍公

款则是官员利用公权力窃取公共财

政!!!可定性上官民却完全不同&

将官员的违法行为轻描淡写为 "作风

问题#$最主要还是把"作风问题#作为挡箭

牌和保护伞$逃避法律的严惩& #广州日报$

不能把违法乱纪说成作风问题
目前$海淀检察院已开始使用测谎仪$

介入贪污受贿等案件的侦查&

测谎仪查贪官$究竟有多灵)检方根据

掌握的线索和证据$所作出的设想与测谎结

果方向一致$这无疑是人们希望的结果& 但

检方的判断与测谎结果也可能相反$包括两

种情形,一种是$检方认为$某涉案官员有犯

罪嫌疑$需要加大侦查力度继续侦查$但测

谎结果偏偏不支持& 于是乎$坚持还是放弃

成了难题& 还有一种$检方对涉案官员是否

犯罪心中无数$一筹莫展& 但测谎仪却"一口

咬定#该涉案官员说谎& 接下来怎么办)

心理素质高%擅长撒谎的老手$完全有

可能成功控制住情绪$做到"面不改色心不

跳#$骗过测谎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

中央情报局至少测谎检查了
+

万名涉嫌人$

以寻找吸毒者和可能的间谍$但功效不大&

这一"前车之鉴#$值得深思& #新京报$

测谎仪查贪官有多灵%

好一个拙于交际

忙得很&

没有空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