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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日前， 广东省教育厅、

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联合印发了《广东省进

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

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方

案》。《方案》明确，确保中小

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逐步实

现临聘教师与公办教师同

工同酬。

同工同酬是一个受到

法律认可的概念 ，现行 《劳

动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工

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

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通俗

说，所谓同工同酬，是指只

要在相同工作岗位提供相

同的劳动量，就应获得相同

的劳动报酬。 应然如此，实

然往往不如此，同工不同酬

现象依然在许多行业存在。

在教育行业，不少地方的临

聘教师报酬就比公办教师

要少，个别地区临聘教师工

资收入甚至只是公办教师

的一半左右。

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

不公有时候比收入少更影

响士气。 在相同岗位上，仅

因身份不同，而非能力或贡

献差异，就决定了收入的多

寡，是很难让人服气的。 在

这个意义上说，“逐步实现

临聘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

同酬”算是说到了广大临聘

教师的心坎上。

应该说，全面实现同工

同酬，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8

年

1

月， 广东省下发

的 《关于推进中小学教师

“县管校聘” 管理改革的指

导意见》就有 “确保临聘教

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的

表述。 今天再次重申，在昭

示态度之外，亦显示出问题

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富

裕地区，解决起来也许压力

没那么大 ， 只要有决心就

行，但对于财政支付能力不

足，且临聘教师数量又多的

地区，压力就很大。 如果非

得同工同酬的话，他们有可

能采取“挤出”的办法，这种

结果无论对临聘教师本人

还是教师人手不足的学校，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可见落

实同工同酬，需要的不仅是

方案 ， 还要拿出真金白银

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

必要的转移支付。

将视界进一步拉 宽 ，

临聘教师与公办教师之间

的待遇差距 ， 还不止是酬

薪一项 。 公办教师属于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 ， 享

受待遇项目较多 ， 比如 ，

工作更有保障 ， 更稳定 ，

可以调动 ； 可以做任课老

师、 班主任、 校领导 ； 可

以评职称， 获得向上晋升

的资格……而临聘教师 ，

是很难悉数享受这些待遇

的 。 就像职称评定 ， 原则

上临聘教师也可以评参加，

但当学校面临职称名额限

制时 （如高级职称）， 临聘

教师是很难有竞争力的。

临聘教师是一种历史

产物， 解决临聘教师问题，

既要从存量入手，不断抹平

与公办教师之间的鸿沟，保

证同工同酬、同待遇，还要

从增量着眼，尽量不要再扩

大这一群体。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对符合条件的新增

教师都可以给编制，不应再

继续人为设置临聘教师群

体。

◎

连海平 媒体人

政府投资过于追逐市

场利润的结果， 不仅使得

政府预算资金的公共性质

发生了扭曲， 还对社会投

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影

响民间投资。 此外， 在预

算“软约束” 的情况下，

一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产生

扩大投资的冲动， 由此也

衍生出地方债务逐年加重

的问题。 不少地方开始出

现了债务负担沉重、 投资

项目资不抵债的现象， 成

为引发经济和金融风险的

一大隐忧。

强调政府投资集中于

非经营性项目， 实际上是

要求政府投资必须回归公

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提供者

的角色定位。 因此， 对于

地方政府来说， 此次 《条

例》 颁布， 也是进一步规

范和约束政府投资行为的

契机。 在投资项目的审批

和立项方面， 时刻有以社

会效益为主的意识， 将有

限的资金投入到民生“短

板” 上， 该让利于民的就

应该主动让、 积极让。

———新京报 ：《规范政

府投资，彰显不与民争利》

脑溢血的治疗根本不

需要 100 万元的巨资， 吴

鹤臣一家也并非拿不出治

疗费用， 而吴鹤臣妻子将

后续的租房、 请护工等一

些非医疗性质的开支列入

众筹范围， 更是令人大跌

眼镜。 吴鹤臣的病情虽然

可称严重， 但相比于众筹

平台上那些因疾病而走投

无路的家庭， 吴家远远称

不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以远高于实际需要的金额

向社会筹款， 实际上挤占

了其他人能得到的善款，

对社会的公平性有害无益。

……这起事件也暴露

出了水滴筹等众筹平台的

责任问题。 在填写证明材

料时， 吴家在家庭情况一

栏填写了“无房产” 和

“贫困户”。 事发之后， 吴

鹤臣妻子解释前者为公租

房、 后者为“误填”， 但无

论如何， 水滴筹都要为虚

假信息担负责任。

———中国青年报 ：《患

病相声演员 “众筹 ”百万巨

款是对社会善意的消费》

◎

木木 辑

临聘教师需要的不只是同工同酬

白

话广州

古时治水

呢两日， 广州雨水连绵，

特别暴雨之后，有啲地方会出

现短暂积水。 但无耐，积水就

会退去。 大家行街唔会鞋湿袜

湿———咁样嘅体验看似寻常，

但背后嘅治水之功 ， 并唔容

易。

广州水网密布，有啲地方

仲靠海。 喺呢啲环境中，落场

雨浸一两日 ， 系一件寻常嘅

事。 好在，长居于此嘅广州人，

一早就学会咗同自然相处嘅

智慧。 从古代开始，广州嘅水

利工程就已经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了。

以而家北京路“ 西汉南越

国水关遗址 ”来讲 ，从挖掘开

始，就被证实系世界上年代最

早 、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嘅

古水闸 ，其布局 、材料 、设计 ，

唔单止喺当时好把炮，就算放

喺而家，都唔会好输蚀嘎。

古广州治水，更浩大嘅工

程系修建“ 六脉渠”，早喺宋代

之前，呢

6

条排水渠就已经发

挥作用 ，分为“ 左右三脉 ”，从

北向南延伸，将城内嘅污水积

水排入河涌之中，最终汇入珠

江。 由于广州城市中心一直都

无大嘅改变，所以“ 六脉渠”被

沿用多年， 而家修建地铁时，

仲发现过当年嘅遗迹。

现代城市不断发展，广州

治水嘅方法亦与时俱进。 新中

国成立之后，广州曾经试过开

挖人工湖、改善城市“ 硬底化”

增加吸水带，原有嘅河道亦年

年治理。 所以，呢几日尽管落

雨，大家嘅生活亦可以维持正

常。 背后嘅努力，一般人又会

知道几多呢？

◎

梁倩薇 编辑

市

民论坛

局长被罚扫公厕

小题大做有必要

珠

江

瞭

望

新

华时评

又是违建别 墅 ！ 近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湖南省反馈“回头

看” 及专项督察情况时 ，

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地占

用生态绿心地区，顶风违

建别墅等问题。

督察组指出 ，株洲市

在 “回头看 ”督察期间声

称位于绿心地区的“北欧

小镇 ” 房地产项目已于

2017

年

5

月后全面停建，

但督察发现，该项目在此

后仍违规建设

24

栋高档

别墅。 长沙浏阳市金科山

水洲一期别墅、长沙县丽

发新城三期和怡海新城

三期等房地产项目，也在

第一轮督察反馈后继续

违规建设，占用绿心面积

478.5

亩。

从秦岭北麓违建别

墅， 到长白山违建别墅，

再到这次占用生态绿心

违建问题，违建别墅何以

成风？

好山好水本是大 家

共同的生态宝库，但一些

地方和企业却总想方设

法将其变为“私家风景 ”，

甚至在被督察组点名、被

媒体曝光后仍不收敛 ，顶

风作案。 问题的根源在于

一些领导干部头脑里只

有金山银山，没有绿水青

山；在于个别地方政府扭

曲的政绩观、 发展观，把

优质生态资源变成土地

拍卖的真金白银；在于一

些企业见利忘义，以所谓

“湖景房”“山景房”牟取高

额回报，甚至一些地方在

被点名 、被通报后 ，仍抱

有侥幸心理，打着将违建

变为 “既成事实 ”的如意

算盘，敷衍整改，企图通过

各种方式将违建的结果

“合理合法化”。

当前，我国生态欠账

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

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

力解决的问题。 宝贵的生

态资源被经济开发活动挤

占，将对自然生态系统造

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最终

受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

秦岭北麓

1100

多栋

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长

白山高尔夫球场和

187

栋

违建别墅已经拆除整改 ，

湖南湘潭也拆除了绿心地

区

96

套违建别墅 、

59

亩

违建仿古建筑……不少领

导干部已被严厉问责，有

的还被追究刑事责任。

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

的坚定决心和雷霆举措释

放出明确信息： 刹住违建

别墅歪风， 要让生态保护

红线不仅划在图纸上 ，更

时刻印在领导干部的头脑

里。让红线成为制度“高压

线”，让破坏生态的人付出

应有代价。

◎

高敬、史卫燕

新华社记者

治理违建别墅乱象绝不手软

眼下 ， 荔枝开 始上

市 。 但是 ， “广东荔枝

20

年一遇大减产 ， 部分

零 售 价或 超

300

元

/

斤 ”

（《羊城晚报 》

5

月

7

日 ）

的消息 ， 估计会让很多

“吃货 ” 们的钱包发抖 。

值得注意的是 ， 荔枝售

价如果太贵 ， 会不会反

伤果农呢 ？ 毕竟荔枝不

是生活必需品 ， 实在贵

得离谱 ， 人们大可选择

不吃 。 一旦大多数人选

择不吃 ， 会不会导致另

类滞销呢？ 荔枝减产， 适

当 提 高 价 格 是 应 该 的 ，

相信多数果农也不至于开

出天价， 毕竟那是件很冒

险的事情。 实际上， 左右

价格的往往是经营商。 若

把价格炒得太高 ， 最终

产 、 销 、 购三方都会受

伤。 有关方面有必要密切

关注。 但愿， 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 会把价格调节

到合理的水平。

再过一个月 ，就要高

考了，对于考试公平问题，

政府有形之手要及时调节

好。 比如，“广东省教育厅

公布‘高考移民’专项治理

举报邮箱”（大洋网

5

月

6

日）、“广东省教育厅表示，

考后发现属‘高考移民’将

取消成绩”（南方网

5

月

7

日）。 这样治理措施与态

度， 堪称严厉。 这也意味

着，违规操作的 “高考移

民 ” 终将得不偿失 。 不

过， 消除 “高考移民” 也

应多部门综合治理 。 毕

竟， 要取得跨省高考的资

格， 涉及户籍、 学籍等信

息的修改或转移， 远非考

生个体力量所能及。 这背

后， 有没有失职渎职， 有

没有暗箱操作 ， 应当深

究。 因此， 整治 “高考移

民” 不能止于取消考生成

绩，还要揪出操作“高考移

民”的幕后黑手。 对此，公

安、 纪检等相关部门也有

必要介入。

可以说， 在民生问题

上， 相关部门是比较重视

的。 比如，“广东省住建厅

拟新规： 无房贫困户或可

免租住保障房 ”（《广州日

报》

5

月

7

日）。 “居者有其

住”是老百姓的朴实愿望，

也是衡量政府服务水平的

指标之一。 期待这样的善

政早日落地。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揪出“高考移民”的幕后黑手

点

击广东

据 《广西日报 》报道 ，

4

月

3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

文旅局、 市开投公司两个单位

的干部职工，包括局长在内，被

罚扫竹山景区的公共厕所。 因

为之前一天， 东兴市副市长李

文超检查全市重点区域公共厕

所时发现， 竹山景区公厕存在

“有异味”等严重的卫生不合格

问题， 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日常

生活。

局长亲自带队， 职工全员

上岗，多家单位“联合行动”，这

扫厕所的阵势，确实够大的。虽

然清扫动作不专业， 而且小小

公厕里人也多了点， 但此情此

景却值得一看。当然，并不是看

公家单位的笑话， 而是对于公

厕的管理， 人们由此乐观地联

想到了未来。

有句名言说， 看一个地方

是否文明，一要看书店报摊，二

要看厕所车站。这话前半部分，

因为时代变迁，或许略有争议，

后半部分确属真理。 过去，“想

去文明古国， 恐惧中国厕所”，

曾是不少国外游客的感叹。 经

过“厕所革命”的洗礼，如今的

中国厕所当然是今非昔比。 即

便如此， 如今假如要看哪里发

展得好一些， 或者说文明程度

更高一些，去公共厕所看看，仍

是很靠谱的评判方法。

这些年，因为“厕所革命”，

无论是车站公厕还是景区公

厕， 卫生状况整体都有了极大

改善， 很多厕所还建得十分漂

亮。 但是，公厕易建不易管，建

筑建得好不等于脏乱差的状况

就不存在。厕所是文明的窗口，

旅游的要素。 尤其像东兴这样

的地方，致力于发展旅游经济，

厕所是必须重视的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既然是公共设施，当然

要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 。

不仅要将厕所纳入地方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 更要强化业主单

位、 主管部门在厕所建管中承

担的主体责任。

既然“厕所革命”离不开政

府主导，那么，对管理失职的局

长罚扫公厕， 就是必要的警示

和训诫。都说“一屋不扫何以扫

天下”， 如果连个公厕都管不

好，管别的事情估计也够呛。细

节决定成败， 如果厕所味道那

么大， 那么旅游产业恐怕也香

不起来吧！

可见，由于公厕“有异味”

就罚几个单位干部职工集体清

扫，绝非小题大做。 并且，这和

那些私人企业里颇为常见的侮

辱式惩罚，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公家单位来说， 此举无非

是要以此为戒， 并引起其它单

位重视， 增强各个公厕主管单

位的责任意识。

当地正在创建文明城市 ，

罚局长扫公厕， 不排除有功利

因素的考虑。但总体而言，把公

共厕所弄好了， 当地民众以及

广大游客肯定受益。更何况，管

理公厕只是城市管理的一个小

细节， 从细节入手实施精细化

管理的能力， 不是嘴巴上说说

就能马上提高的。 所以说，“厕

所革命”要有持久的成效，城市

管理能力要提高， 类似罚扫公

厕这样的“小题大做 ”，或许是

必要的。

◎

舒圣祥 注册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