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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微信工作群奴”
是形式主义变种

GDP 统一核算为经济数据“挤水分”

●斯涵涵

●胡建兵（特约评论员）

近期， 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

施地区 GDP 统一核算制度， 国家

前的经济数据
“
注水”。一些地方已

情况，从而导致每年地方与国家的

活动的科学性。 统计数字“注水”，

近日，一位基层干部吐槽了其沦为

了各地的绿色发展指数和城镇调

统计局将统一组织各地参与，核

经停产、未投产、被兼并甚至连地

统计数据存在落差的情况。 此外，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肢解”统计

“微信工作群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工

查失业率。 媒体记者了解到，在传

算方法全国统一， 可保证基础数

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

就是很难追责。 因为数据“注水”

的生命，不但会使各种依赖于统计

作群每天必须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每

统统计指标的基础上， 下一步统

据清晰不重复。 这样，可以更好地

值”， 统计造假的情况可谓触目惊

存在着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要追责，

的政府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跑

次出门要带五部工作手机；所有手机 24

计部门还将增加反映产业、行业、

实现地区数据和全国数据的协

心，这些数据离实际相差多远恐怕

往往就会从上到下涉及到多个环节

偏”， 还会给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

小时保持开机……对于常人而言，仅仅

地区等各方面结构协调性方面的

调，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社

谁都说不清楚。

多个部门。而事实上，我国统计法已实

带来严重的危害。

是“照料”好这五六部手机，并做到在不

指标、 质量效益指标和新动能发

会公众更多更好地使用统计数据

展指标，2019 年将正式实施地区

提供优质的统计服务。

间断的工作中保证手机不遗失、不搞混

出现统计数据造假的情况，一

施 30 多年， 因统计造假而被处罚的

2019 年我国将正式实施地区

“
数据出官”。干得多不
方面是因为

官员还很少，级别也不高，并且一

GDP 统一核算制度，国家统计局统

实际上，GDP“注水”一直颇受

如报得好，导致一些地方为了追求

般都是在行政违纪层面的处罚，还

一组织、 统一核算方法， 可以使

近年来，“痕迹化管理” 颇为流行，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六大

诟病。 曾几何时，社会上流传着一

所谓的政绩而虚报谎报财政收入。

远远没有上升到违法的层面。

GDP 注水变成过去时,各地将不能

即用照片、定位和记录这些痕迹来验证

体系之一， 完善的全新统计体系

些有关统计数字注水的顺口溜，

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情况

显然，如果将反映客观真实的

注水也不敢注水，到时不仅会让人

干部到了什么工作地点、开展了哪些相

能够为分析研判我国新经济新动

如“统计统计，一半大约，一半估

下，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气球越

“统计”数据演变为一种可任意编

看到一个没有水分的 GDP，同时通

关的工作。“痕迹化管理”原本具备强化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制度。

各部手机的
“娘家”就已经很头大了。

能成长和质量效益方面的状况提

计”“政绩不够，数字来凑”等等。

吹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数据核算

造的
“算计”，那么其危害将是十分

过比较也更容易让人戮穿一些地

干部纪律、 落实工作计划的良好初衷，

供更加全面、准确、完整、及时的

前一段时间，辽宁、内蒙古、天津

方式不一致， 从而出现了重复统

严重的。 统计信息的真实与否，直

方的
“西洋镜”，从而使统计数据更

但却因为一些主管部门对“工作留痕”

信息依据。 2019 年，我国将正式实

滨海新区等地方政府公开承认此

计、不该列入的统计项目被列入的

接关系到政府决策以及经济管理

真实地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的要求过于简单化，不考虑基层工作的
实际情况，甚至不考虑基层使用“高科
技手段”的客观条件，毫无节制地发放
专用手机、随意安装工作 APP、建立微

时务观察

热点冷评

信群，硬是把加强管理、提高效率的“现
代办公条件”变成了基层干部的“坑”，
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拆穿“神药”谎言
须基层末端发力

传销“触网”倒逼监管“清网”

“微信工作群奴”存在多重危害：首
先众多的微信群， 数不清的电子材料，
“绑架”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增大了基层
干部压力，让部分乡村基层干部的主要
精力放到了应付手机上， 工作沉不下

●杨玉龙

去。 其次，群众成为了“痕迹化管理”的
作秀对象，照完相就走人，损害了干群
关系。 其三，一些上级负责人把工作群
作为开展工作的捷径，不再下乡到村了

80 元保健品售价 900 元。 一种

解情况，需要什么原始素材直接让乡村

名为本草三绝——
—
“康星”牌紫银蓝

干部通过手机报上来，也属于官僚主义

软胶囊的保健食品， 说明书明确标

的“
懒作为”。

明只是以银杏叶、 绞股蓝等提取物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改进工作

为主要原料， 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保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现在，用于提高效

健功能， 但犯罪嫌疑人却费尽心机

率的现代通讯工具反成为了基层干部

编织谎言，最终以高出原价 10 倍的

的负担，说明管理思维、措施设计上出

价格售出产品。

了问题。“微信工作群奴”是形式主义的

保健品的销售套路一般分为三

变种，是官僚主义的延伸，应重点整饬

步：第一步，来头不小的健康普查。

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倡导

冒充医学院的实习生或者是毕业生

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才能将疲于应付

给老年人做免费体检；第二步，号称

“微信工作群” 的基层干部们拉回到正

检查仪器连大医院都没有， 其实检

确行列中来。

测的手段简单到只是“通过将两个
夹子夹在人的手腕上就可测出人体
的各项指标数值”；第三步邀请“专

CNSPHOTO 提供

世事杂论

家”站台，而且身份都是国内顶级专
家，借此营销
“
神药”。
对此，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人“好

●汪昌莲

骗”外，最重要的是监管手段不高明

据媒体报道， 广州警方日前

行， 相比于传统传销更为隐蔽。

所致，监管不“神”在一定程度上也

成功摧毁了
“云联惠”特大网络传

“
云联惠”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伙

导致了“
神药”不断。

销犯罪团伙。经查，以黄某为首的

就是典型案例。

统传销来更难监管。

惑性，但其拉人头、非法牟取利益
的本质不会变。

因此，传销“触网”，倒逼监管

事实上， 一些微商通过网络

“清网”。 首先，打击网络传销必须

多部门信息共享
消除“门户壁垒”
●张培元

以上述套路为例， 假借免费体

该团伙成立广东云联惠网络科技

毋庸讳言， 非法传销迷惑了

和微信朋友圈做传销， 看中的就

要从源头抓起。 而这个源头不仅

检实则借机推销， 那么这些体检仪

有限公司，以“消费全返”等为幌

人的心智、诈骗了人的钱财、扰乱

是其更具隐蔽性。从表面上看，这

在
“地下”，而且在“网上”，这就要

器又是如何进入市场的， 谁又给这

子，采取拉人头、交纳会费、积分

了公共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自

似乎是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易行

求公安、 工商等管理部门迅速介

依托于“互联网+”和“政务云”平

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场地，假冒的“专

返利等方式引诱人员加入， 骗取

其“问世”以来，一直都是政府和

为，而且是在网上进行的，不易暴

入到这个监管“真空地带”中，加

台，北京市规划国土委搭建了办理建设

家”缘何能够给老年人体检？ 倘若给

财物，严重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

法律禁止、打击的对象。 但是，由

露“
目标”。 而且“上线”与“下线”

强对电商、 网店等网络交易行为

项目全流程的“多规合一”协同信息平

老年人吃一些“毒药”难道也只能事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

于传销的“繁衍能力”极强，且具

无须“零距离接触”，不显山不露

的管理，重点把握网购、快递两个

台，并于近期上线试运行，实现了 13 个

后再补救？ 正是基层末端监管的不

网络传销与传统传销不同的

有“再生功能”，造成这种非法经

水，不易被抓到现行。特别是商品

关键环节。 特别是应组建“网络警

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 该协同信息平台

力， 才给售卖保健品的不法分子提

是，在传统传销活动中，传销组织有

营活动屡禁不止。 特别是随着网

通过网购之后， 实际上由快递公

察”和“
网络工商”，设置专门的网

由三部分组成： 建设项目办事服务网、

供了生存和扩张的条件， 而这是以

窝点，传销人员都被“圈养”在一

络和电商的迅猛发展， 传销已由

司担负起了传销的“重任”，而快

上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执法人员，

市规划国土委内部协同平台和委办局

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的。

起，
“
上线”与
“下线”频繁接触，很

“地下”转入了“网上”，网络传销

递是一种正当的有偿服务， 在一

对网购行为实施专项管理， 全程

间协同会商平台。 可实现建设单位从统
一的互联网信息平台提交申请，多部门在线

而规避“神药”保健品套路有赖

容易暴露并被打击。 而网络传销

又横空出世，与法律和监管“躲猫

般情况下，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

监控，发现“异常交易”情况及时

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消费者的防范，

则是在朋友圈中发展“队伍”，商

猫”。 殊不知，网络传销犯罪手法

得对其进行干涉。可见，利用网购

查处， 严防网络成为传销的又一

协同会商决策，为建设单位提供“多规合

比如提高健康知识和消费 维 权 能

品交易通过网购、 快递等方式进

不断翻新，具有极强的诱惑性、迷

和快递的方式进行传销， 比起传

个
“窝点”。

一”“最多跑一次”或不见面的服务。

力； 二是对不法分子的依法严厉打

让数据多跑腿， 让群众少跑路，已

击；三是严而又密的市场监管。 笔者

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的努力方

认为，市场监管是重中之重。 试想，

理性思维

向和显著标志。 如今政府上网工程方兴

如果监管的招数赶不上骗 子 的 套

未艾， 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力度加大，然

路，消费陷阱就会不断推陈出新。 所

而多数部门依然是“各搭各的网络平

以，“神药”的层出不穷与难以根治，
实则是给监管部门乃至监管措施敲

让“共享护士”成为“共享医疗”先行者

台”“各建各的网上服务大厅”， 链接不
够，兼容不足，互联互通更是难上加难，

响了警钟。
严监管治“神药”，依法是基础，

不能使“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优势充分
●戴先任

得以释放。 而相比之下，北京市规划国

更须坚持创新。 针对骗人的会议营

土委搭建“多规合一”协同信息平台就

销， 可以从管住会场上入手， 加强

省去了路上和就诊排队的
“

共享， 这将让患者省去不少奔走

的护工与保姆， 他们是经过培训

难的
“解药”。 不过，“
共享护士”也

“会销”经营主体监管，建立“会销”

时间， 花了不到 200 元， 特别值

于医院的时间成本、 交通成本。

的技能性人才， 他们的服务更加

还存在一些 问 题，如护士上门的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

企业名录，并实行“会销”事前报告

得。 ”日前，家住福州城郊的老李

“共享护士”也有利于缓解大医院

专业与周到。 据了解，到 2020 年，

行业标准尚未统一、 风险规避制

飞速发展，“政务云”已经成为智慧政府

制度；通过加强“会销”经营产品质

通过一款 APP 约了两名护士上

人满为患的困境， 对患者和医院

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

度缺乏等等。 对于护士及病人来

的新名片，站在“云端”的公共管理服务

量监管、“会销”产品广告监管，以及

门为其做护理。护士上门送医，对

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到 2.55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8%，

说， 还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 对

理应跑得更快、质量更高，在打通服务

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 全方位确

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是极大的便

而正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过

其中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

此， 需要继续完善行业标准，让

的
“最后一公里”上见奇效。 政府各部门

保
“
会议营销”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利。媒体记者了解到，巨大的护理

分集中于大医院而造成了很多问

1.18 亿人。 而目前 90%以上的老

“共享护士”在实现医疗资源的有

的上网工程和网上服务也要打破“门户

是可贵的
“升级版”。

此外， 严监管更重要的是利用

需求和专业护理力量通过“互联

题， 所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

人选择居家养老方式，“共享护

效共享的同时，还能规避各种
“
副作

之见”、消除“门户壁垒”，在“云端”实现

好科技手段和群众的力量。 相关部

网+” 的形式加以整合，“共享护

层下沉才成为近年来医改的重要

士” 将大大满足庞大的老人群体

用”，实现广大老人、患者、医护人员

互联互通信息协同。

门可以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 确保

士”正在走进普通老百姓家庭，带

方向。 通过“共享护士”，优质医疗

医疗保健方面的旺盛需求， 还能

的多方共赢， 从而让医疗资源能

更多的人掌握 违 规 保 健 品 的 营 销

来便捷高效的服务。

资源不仅是向基层下沉，更是直接

促进医疗保健与养老服务之间的

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共享护士”打破了传统医疗

送进了千家万户，改变了医患之间的

融合。“
共享护士”也为护士提供了

有鉴于此，“互联网+医疗”

可能。 期待
“多规合一”协同信息平台的

随手拍等对不法的会议营销、街

行业壁垒，打通了医疗服务的“最

接触方式，从患者向医疗机构的单方

技能变现的新机会，很多护士都乐于

“医疗共享”还可更进一步，在“共

上线试运营能够“试”出满堂彩之效，同

头 营 销 、 免 费 体 检 、 虚 假 专家等进

后一公里”。目前优质医疗资源集

面
“
输入”，变为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双

尝试、参与。这种多方共赢的结果，才

享医生”“共享诊所” 等方面都可

时希望“
13 个部门信息共享”的效应能

行线索收集， 以实现对不法分子的

聚于大医院, 民众大病小病都喜

向
“
流动”，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

是行业长远发展的基础。

精准打击。 总之，只要监管和打击手

欢扎堆大医院, 导致大医院人满

医疗资源的服务属性。 此举也更

段足够有力度，“神药” 就不愁治不

为患,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由此凸

有利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与患者。

了。

显。利用互联网，让医疗资源进行

套路； 建立监督举报机制 ， 通 过

这些
“共享护士”不同于普通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不
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手段可以创造一切

以由点及面地进行更多的尝试与

够持续放大， 让更多部门能够共享信

“共享护士” 是广大老人的

改变。 所以，“
共享护士”也还只是

息，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之上的“多

“
福音”， 有助于优化养老服务和

“
互联网+医疗”“共享医疗” 的第

医疗保健服务， 是家居老人就医

一步或者说是先行者。

规合一”，让群众“最多跑一次”乃至不
见面服务显得更加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