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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21处风景名胜区只是中国风景区的一小部分，不排除一些党政机关暗度陈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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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党
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
知》。 相比1998年的相关通知，新
版景区开会禁令新增了风景名
胜地9处， 包括北京及周边的八
达岭—十三陵、承德避暑山庄外
八庙等景点，细节规定也更加严
格。（
《京华时报》9月29日）
“夏东北，冬三亚”不过是去
风景名胜区开会的惯常经验，只
要有可能，别说国内风景名胜区，
国外的优质景区都可列为会议召
开的地点。 之所以热衷于去风景
名胜区开会，原因无它，开会是次
要的，游玩才是主要的，花的是国
家的钱，开的是自己的心，完全属
于“合理腐败”，且巡游一番后还
能拿走不少土特名产，不亦快哉！
其实此次的《通知》规定 是

建立在1998年的 《关于严禁党政
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
基础上的，当时通知中提及的风
景区为12个，这次增加了9个，单
从增加9个风景区的内容来看，
不难推测出1998年下发的《通知》
所产生的禁令效果，也不难得知
不少党政机关有禁不止，或者避
开这12个风景区转而寻求其他
景区作为开会地点。
本次《通知》的细 节 制定 较
以往更为严格，对必须到景区开
会的会议作出了规定，同时对会
议经费的审查监督也提出了要
求。办法是严，但若监督不力的
话，会不会出现与以往相同的情
况呢？中国地大物博、山河秀美，
舍几处景点而“转战他处”并非
难事，21处风景名胜区只是中国
风景区的一小部分，同时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也不排除一些党政
机关暗度陈仓不再招摇地仍然
去风景区开会的可能。另外，《通
知》规定不能转嫁会议、旅游经
费到下级单位以及旅游景区管
理部门、 接待服务场所头上，但
由于上下级单位以及党政机关
与景区、接待单位之间存在千丝
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极易导致被
转嫁费用的下级单位和景区心
甘情愿地充当“冤大头”，以换取
日后的种种关照。
被禁 景区 数量 的 不断 增多
固然让“会议旅游”的选择空间
越来越小，但终究不能做到完全
杜绝。其实除了如旅游、宗教、林
业、地震、气象等专业性会议需
要到一些特定景区召开，其他的
公务会议完全没有必要前往景
区，因此禁令完全可将国内旅游

景点悉数列入不得召开公务会
议的禁区，而不是挤牙膏似地每
隔一段时间便在《通知》上增加
几个景区。另外，除了内部的会
议经费审计监督之外，更需要公
众的外部监督，一旦发现景区内
或景区周边召开公务性会议，便
可进行举报曝光，让监管部门可
以顺藤摸瓜地查出会议是否属
于有必要到该景点召开的会议。
“会议旅游” 作为一种合理
的腐败形式存在已久，特别是在
以往景区受三公消费之影响获
取利润的前提下，《通知》能否让
党政机关和景区都自觉遵守还
是个大问题。因此多方监督与严
格执行便显得尤其重要， 否则
《通知》也只不过让热衷于“会议
旅游” 的党政机关另寻他处，照
样逍遥。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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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号码：03 16 24 30 33 + 05 08
奖级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7238221
4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342932
2
74863
77
二等奖 基本
追加
44917
13
基本
1681
1210
三等奖
追加
1008
431
200
41340
四等奖 基本
追加
100
11561
基本
10
633186
五等奖
追加
5
189944
六等奖
5
5561303
―――
合计
6439071
下期奖池金额：7591651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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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3、排列 5

第 14264 期

排列 3 开奖号码：1 0 7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4198
1040
4365920
直选
0
346
0
组选 3
6633
173
1147509
组选 6
排列 5 开奖号码：1 0 7 5 5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100000
40
4000000
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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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以为
为满足广 大旅 客 携爱 车异
地自驾旅行的需求，北京铁路局
在今年国庆假期首次开行北京
至杭州往返“自驾游汽车运输班
列”， 并辅以动车组旅行运输专
列、 车辆约3000元运输费用。（9
月29日《法制晚报》）
批评者认为，此举违反了交
通规律，是荒谬之举。因为铁路
部门在拥堵的国庆节期间，推出
私家车“坐火车”出游业务，让一
些本打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游客选择私家车出行，从而增加
了车流量，加重了景区和道路的

私家车“坐火车”交给市场选择
拥堵状况。
然而，不管是站在铁路部门
的角度， 还是站在选择私家车
“乘火车” 出游业务的消费者的
角度，铁路部门推出私家车“乘
火车”出游业务无可厚非，属于
正常的市场化商业行为。
铁路部门 实行 市 场化 经营
改革之后， 推出什么样的新业
务， 属于铁路部门的自主经营
权，任何人无权干涉。铁路部门
推出的私家车“乘火车”出游业
务，并没有挤占公共性的客运火
车运力，没有额外给民众出行增

加困难，那么这就属于正当性的
市场化行为，我们没必要说三道
四。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目前处
于严重亏损状态， 负债比较严
重 ， 推 出 私 家 车“乘 火 车 ” 新 业
务，进行市场化探索，应当说迈
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值得肯定。
实际上不 管铁 路 部门 有没
有推出私家车“乘火车”出游业
务，选择私家车“乘火车”业务的
私家车车主未必就一定选择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看看国庆
节期间高速公路上成千上万的
私家车长途跋涉几千里就很能

说明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说，铁
路部门推出私家车“乘火车”出
游业务，确实方便了本来就有意
愿选择开私家车出行的市民，既
避免了他们在高速公路上拥堵
和爬行，又减少了开车的辛劳。
再者，大家都很清楚“黄 金
周”就是“黄金粥”，选择私家车
“乘火车”出游，只是躲过了高速
公路上的拥堵，并不能躲避旅游
景区的拥堵。所以，铁路部门此
举有没有市场， 不妨且行且看，
让市场选择完了再说。
■何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