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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约束权力与企业的暗地“联姻”，消除政商圈子化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反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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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4108 期

开奖号码：01�02�13�23�35�+�09�12

排列 3、排列 5��第 14250 期

下期奖池金额：709422417.43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5开奖号码：1�7�7�3�9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7�7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

1
1
65
13
503
183
23866
7084
434286
132423
4350558
4948983

10000000
6000000
113416
68049
5239
3143
200
100
10
5
5

8437
6525
0

1040
346
173

8774480
2257650

0

76 100000 9099936

9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官网的EMBA学员名单中还有3
名现任省部级官员的名字，9月9
日，这3人的名字已被删去。一个
多月前，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
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
EMBA、后EMBA、总裁班等被
明确列为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
目，“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
引发了领导干部退学EMBA风
潮。（《京华时报》9月15日）

EMBA即高级工商管理硕
士， 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引进
的教育模式， 旨在为企业界培
养专业高级管理人才。但后来，
一些知名高校从中看到了巨大
商机，纷纷将“企事业单位、政
府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层管理人
员”列在报名条件内，还有高校
将“汇聚政界商界优质资源”列
在自己的办学优势之内。

“汇聚政界商界优质资源”，
对于想要挤进EMBA的人来说无
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对政界人
士而言， 这意味着无需多大成本
便能为自己寻找到合适且强劲的
资金支持， 毕竟前来就读的均为
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投资决策权的
商界人士，而对商界人士而言，与
权力的联合则可以为自己带来投
资方面的巨大便利。 在EMBA这
个优势平台上，双方一拍即合，于
是EMBA自然成了两方人士的福
地。

当然， 这并不是说每个前往
EMBA就读的人都怀着不良动
机， 也不排除政界人士希望通过
就读EMBA为自己所辖之地拓展
人脉、资源，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
来新的活力， 而不少商界人士也
确实是希望通过此渠道提升管理
能力。但很难否认，EMBA在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内涵
变化， 使它成为了一块权力与
资本间产生暧昧关联的地带，
这其实也是包括办学机构在内
的大多数人心照不宣的一点。

EMBA作为一个以提升企
业管理能力为宗旨的教育模
式，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之所以
现在被诟病， 最根本的原因还
是因为就读的官员在参与培训
过程中所展现的不符合民众期
待与公共意义的行为， 例如学
费并非由他们自掏腰包， 而是
由单位小金库、 在报账上动手
脚、企业赞助等办法来缴纳。平
均高达五六十万的学费不是小
数目，因此而生的灰色腐败、变
相贿赂， 以及政商资源整合后
带来的更大的腐败可能， 对社
会而言也是个大数目。

另外，EMBA在办学中发

展出来的意图为政商界搭桥，打通
利益输送渠道的思维模式，无疑对
助长官员寻租， 鼓励企业挂靠官
员，形成官商联合对社会资源通吃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这
就是人为地建设腐败快车道，将原
本就款曲暗通的权力与资本直接
送上名正言顺的“幸福之路”。在权
力与市场从来都难舍难分的长期
背景下，谁都知道二者的结合必会
使双方利益最大化，市场化的EM-
BA教育也正是深谙此理， 才打出
“汇聚政商优质资源”的办学口号。

“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社会
化高收费培训”无疑是深入反腐举
措，在此基础上还应彻底约束权力
与企业的暗地“联姻”，消除官员与
企业之间的圈子化现象才能真正
达到这一层面的反腐目的， 显然，
EMBA“去官员化” 还不是终点。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余以为 公务员工资也应按市场法则定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

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 目前国
内统计出来的劳动薪酬水平较
现实是偏低的， 公务员薪酬应
高于统计线。 其定位与大城市
白领群体相近， 待遇也应以专
业技术人员为基准。“月薪平均
应在5000元，最好能达到8000
元至1万”。（9月15日人民网）

虽然唐钧秘书长通过微博
声明称，公务员工资“月薪平均
应在5000元，最好能达到8000
元至1万”的说法是被媒体断章
取义，但并不影响问题的讨论：

公务员的工资究竟应该以什么为
标准？对此，社会各界一直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判断
公务员工资的标准只有一个，就
是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工资
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公
务员当然也不例外， 但事实却难
言如此。其实，公务员薪酬完全可
以参考企业的薪酬办法， 按工作
性质、岗位重要性、贡献大小等市
场法则定价， 改变当前主要按职
级定工资的老办法。 就算你是博
士后毕业， 如果只是在机关里面

端茶送水，传文跑腿，那么工资
也只能相当于企业的普通文
员； 如果你自身具有较强的专
业素质， 工作具有旁人不能替
代的独特性， 或者能够为地方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就应该享
受高工资。 比如一些地方高薪
招聘的聘任制公务员， 就属于
后者。 而对于大部分机关公务
员来讲， 他们每天只不过是重
复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或
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指令， 本身
的工作没有什么创造性， 并不
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 一般的

劳动者都能够胜任。 这样的公务
员，不应该获得高薪。

很多有识之士都曾经指出，如
果所有的优秀人才都去挤着当公
务员， 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除
了重要的管理岗位和专业性极强
的技术岗位外，普通公务员的工资
不宜过高。只有这样，才能让高端
人才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去施展自
己的拳脚。否则，如果我们把全社
会高端人才都吸引到机关的办公
室里，让他们在繁杂的机关事务中
消耗青春，这诚非社会之福。

■刘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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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壮大创新创业主体，扩大创
新创业领域，完善体制机制，让想创业的人创新业，正
创业的人创好业，善创业的人创大业。 ———徐守盛

各级各部门要把创新创业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统筹规划和实施，各类学校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
自主创新、尽早创业。 ———杜家毫

本报9月15日讯 今天下午，
我省召开创新创业大会， 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开到乡镇一级，吹
响了全民创新创业新号角。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培育
创新创业精神， 壮大创新创业主
体，扩大创新创业领域，完善体制
机制，让想创业的人创新业，正创
业的人创好业， 善创业的人创大
业。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讲话。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主持。省
领导黄建国、李微微、陈肇雄、孙
建国、易炼红、张文雄、于来山，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出席。

让广大创新创业者
“创得了、活得下、做得大”

“无论现在和未来，湖南都特
别需要创业文化的植入和光大”

徐守盛强调， 要在三湘大地
掀起“精英创业”、“大众创业”、
“草根创业” 百花齐放的新浪潮，
鼓励创业能人“二次创业”，鼓励

支持科研人员、 留学归国人员创
新创业，鼓励发动城镇失业人员、
失地农民、 退役军人采取灵活多
样的形式创新创业， 允许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有经验的
人员，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前提下， 主动走出去领衔
创业，鼓励省外、国（境）外资本和
人员来湘创新创业， 大力引导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大力鼓励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要全面拓宽创新创业领域，
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允许各类
创新创业主体可以平等进入国家
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所有行业和
领域。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废除对
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
规定。 推动创新创业在科技成果
转化中“爆发”。要全面深化体制机
制创新， 激发全民创新创业动力
活力。 加快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力争年底在全省全面铺开；进
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
化教育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加强创业培训，促进科技成
果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

“要创建良好环境， 让广大创
新创业者‘创得了、活得下、做得
大’。”徐守盛要求，加强创新创业
政策支持，突出抓好政策整合和落
地落实； 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坚持改革正确导向， 破除一切限
制、 阻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藩
篱堡垒；领导干部要当好全民创新
创业的组织、宣传、引导和服务者。

把全民创新创业
作为加快发展内在动力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初创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力度”

杜家毫强调， 要积极推进技
术创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和商
业模式创新；加快推进政府机构、
行政审批、商事制度、“营改增”试
点、人才管理、科技管理等改革，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完
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 减少行政
干预，加大资金投入，创造条件让

每个人都有创新创业空间。
杜家毫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的

创新创业支持体系。完善和落实财
税支持政策，就业资金要重点向创
业带动就业、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
服务方面倾斜； 加强载体建设，建
设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
深入开展创业和创新试点；把培育
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大力发展与龙头企业配
套的上下游企业， 以及创意设计、
新兴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移
动互联网等新业态。

杜家毫强调，要营造创新创业
的良好氛围。各级各部门要把创新
创业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统筹规划和实施，各类学校要创
造条件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尽早创
业；要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严厉查处行
政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乱收费行
为；要大力弘扬湖湘文化的创新传
统，加大舆论宣传力度，依托园区、
产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培育和
引进创业人才。

■记者 唐婷 刘银艳 曾力力

我省吹响全民创新创业新号角 徐守盛杜家毫讲话 孙金龙主持会议

让想创业的人创新业 善创业的人创大业

科技保险
试点14个险种

全省创新创业大
会透露， 我省通过设
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
基金、 扶持商业银行
科技支行发展、 贷款
风险补偿、 启动科技
保险试点等一系列科
技和金融结合试点，
着力破解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

此外， 我省启动
了科技保险试点，确
定了14个试点险种，制
定科技保险财政补贴
制度， 鼓励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运用科技保
险手段， 有效分散和
化解创业中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