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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1月26日专
电 河南 2015年以来相继发
生郑州大学四附院“太平间”
强拆等多起强拆事件，造成
恶劣影响。河南省政府日前
发布通知要求，禁止委托企
业拆迁、开发建设单位直接
参与拆迁；对征拆过程中官
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行为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

到 2020年，河南将基本
完成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
村和危房改造，时间紧、任务
重。河南省政府要求，房屋
征拆与安置补偿工作要遵循
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
开的原则。各省辖市、县
（市、区）政府在实施房屋征
拆行为前，要组织有关部门
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
征求公众意见，并对房屋征
收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依据法律、法规做出房屋征

收决定，向社会公布。在规
定期限内达不成协议或房屋
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方能依
法做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等。

河南明确，各省辖市、县
（市、区）政府作为房屋征收
与补偿责任主体，负责本行
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在拆迁工作中，不得委
托企业或以购买服务的形式
进行强制拆迁。要抓紧清理
取缔非法拆迁组织或机构，
坚决杜绝开发建设单位直接
组织或参与拆迁。

与此同时，河南还将加
大对违法违规强制征拆案件
的查处力度，加大对中断供
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
通行等行为的查处力度，重
点查处采取暴力、威胁手段
或突击、株连等方式进行强
制征拆的行为。

显然，取消编制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
杨宏山建议，“在全面推进前，先在一个或几
个单位开展试点，分别探索新思路，出台新
政策，进行多样化的政策试验，不同试点单
位可授权采取不同的试点模式”。他表示，
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试点单位和上级都要
及时总结经验，识别可复制的改革经验，加
快完善制度、新机制、新措施，支持各单位、
各地方互相学习，促进新政策的扩散。

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目前取消编制
管理的试点工作还未展开。但是，与之相关
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既定的时间安排
已经基本完成。

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于 2011年 3月

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分类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其中规定，2015年要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到 2020年，要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
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

随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工
资、养老保险等改革方案出台完毕，从 2011
年开始启动的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的上半
场已经暂告一个段落，对于下半场的改革，竹
立家坦言压力很大，“下半场的改革内容主要
包括事业单位的编制创新改革，编外人员的
安置以及高校、医院等单位取消编制管理
等，目前看挑战很大”。据《中国经济周刊》

高校、公立医院或不纳入编制管理
事业单位改革下半场将开启，专家：挑战很大

高校、公
立医院或不纳
入编制管理？
这个说法源自
2016年 1月 15
日在京举办的

“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最新
动态及热点问
题高峰论坛”
上相关部委官
员的表态。

该人士表
示，今年重点
要研究编制创
新改革，特别
是高校、公立
医院不纳入编
制管理后对相
关改革的影响。

外 界 分
析，之所以要
研究编制创新
改革，跟事业
单位养老金改
革相关。据记
者了解，目前
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改革已尘
埃落定，我国
大部分城市的
事业单位已开
始缴纳社保，
但是却留有一
个“死角”未
解决：这次养
老保险改革并
未统筹考虑编
内 、 编 外 人
员 ， 解 决 编
内、编外“同
工不同酬”的
遗留问题。

多年未解
的事业单位编
外人员的安置
问题，成为事
业单位接下来
编制创新改革
的起点。

为了激发干部队伍状态，
山西省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为主
题的“冬季行动”。这既是克
服当前发展困境的现实需要，
更是对一些干部出现“冬歇”
现象的集中整治。

干部有良好的状态，事业
才有更好的发展，民生才能得
到充分保障。然而，在一些中
西部和北方高寒地区，干部队伍
一进冬季就普遍进入“冬歇
期”。工程冬休了，项目冬眠了，
干部就心安理得地冬闲了。有
的干部安于“喝大酒”“睡大觉”，
办公室经常找不到人，对上级交
办的工作拖磨扯皮，结果是很
多工作推进缓慢，甚至许多突
出矛盾被积压到来年。

干部“冬歇期”的陋习，会
影响全年的工作节奏和状
态。一些职能部门和县区，在
其他季节工作中也不紧不慢，
许多项目开春才准备手续。
好不容易开工了，干不了多长
时间又到了“冬歇期”。长此
以往，不仅固化干部“冬歇”的
惯性，更严重阻碍事业发展，
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
“三期叠加”，新的挑战需要应
对，各种矛盾更加复杂，等不
起、拖不起。一年之计在四
时。干部绝不能有什么“冬歇
期”。无论是部门还是个人，
都应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事业发
展。各级党员干部应坚守理
想信念，牢记党的条例宗旨，
做到思想上不懈怠，行动上不
拖拉。

“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
过家门而不入”，天下人纷纷
效仿。这充分说明，激发干部
队伍的良好状态，各级领导干
部必须带好头。也只有领导
干部带好头，才能以上率下，
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戮力同心
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振奋干部精神状态，要有
严明的考核奖惩。山西对于

“冬歇期”陋习的集中整治，是
一种探索。各地应当强化督
导，全程跟进，结合干部能上
能下，对表现突出的干部提拔
重用；对于不作为、不善作为
的干部，严肃问责或做出组织
处理。

河南严查“委托拆迁”
官商勾结等违法强拆

干部没有“冬歇期”
吕梦琦

京九京九
新语新语

在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内部，有编
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区别很大。

对于事业单位来说，编制是岗位设
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而
事业单位可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
收自支三种情况。其中，全额拨款、差额
拨款是财政全部或者部分负担“人头
费”。

编内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所享受到的
福利待遇跟编外人员有着不小的差别。在
事业单位存在“用工双轨制”的情况下，
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编外人员多的单
位有的占到一半，少的可能也有 20%到
30%。”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国
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相关部委官员日前在“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表
示，今年将重点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
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
革的影响。

对事业单位里的编外人员来说，这是一
个好消息。

外界从这一表态中解读出两层意思：一
是研究编制创新改革主要针对事业单位；二是
高校、公立医院今后或将不再纳入编制管理。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编的 3100多万
事业单位人员中，大约有800万是医院工作
人员，高校职员的占比也较大。如果针对高
校与公立医院的编制创新改革启动，将涉及
上千万人的利益。

其实，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
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出现，而北京是第一个吃
螃蟹者。2015年 5月，北京市发布的《关于
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对现有高等学
校、公立医院等，逐步创造条件，保留其事业
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
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
回编制。涉及与编制管理相关的财政经费、
养老保险、户籍管理、出国交流、住房补贴
等，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事业单位改革总体
要求，依据有关规定加强管理。

到底何为取消高校编制管理？中国人

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杨宏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要区分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编制管理与事业
单位自身的编制管理，“政府可以对事业单
位取消编制管理，不再按照人头编制进行财
政拨款，但是事业单位内部仍然需要编制。
高校本身的编制管理是不可能取消的，否则
会乱套的”。在杨宏山看来，高校内部如果
取消编制管理，对各学院、系没有规模控制
和发展规划，就失去了基本的管理规范。

我国政府目前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还是
以编制作为基本的依据进行财政拨款。如
果要进行编制改革，这个既定的规则将会被
打破。

但是，编制创新改革究竟该怎么改？将
以怎样的模式取代现有的编制管理？对此，
杨宏山表示，“目前来看，无论从政策层面，
还是在实践中，具体内容都很不清晰”。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高校针对编外人
员普遍采取“备案制管理”，即如果一所高校
有800个编内人员，500个编外人员，那就需
要备案 1300个职工岗位，并以此为基础做
财务预算。

“‘备案制’目前各个高校都在做，只要
用人肯定需要备案，但这只是一个框架式的
方案，更细节的内容仍然需要在改革的试点
和探索中发展出一套新的管理规范。”杨宏
山说。

编内编外不同命

北京首个吃螃蟹

不可能一蹴而就

本报讯 昨天，晚报记者从商
丘市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获悉，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城市公共自行
车目前已开始陆续投放各个站点，
租车卡办理同时展开，“最终版”
公共自行车租赁使用办法也正式出
台。以后市民出行，将多一个方便
快捷、节能环保的选择。

全市暂设两个办卡点
“我得赶紧去办个卡，以后再

出门就不用开车了。骑自行车多
方便，省得堵了！”昨天下午，市
民望兰青在市委东墙外的公共自
行车站点扫描了锁柱上的二维
码，一边查询微信公众号“城市
公共自行车”上的具体事宜，一

边赞叹新投放的公共自行车质量
很棒。

公共自行车租车卡在哪儿办
理？如何办理？使用公共自行车有
何具体规定？这是很多市民急需了
解的问题。

据商丘市城管局监察支队副支
队长、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主任
唐立介绍，按照市政府第52次常务
会议要求，我市城市公共自行车租
赁服务系统一期工程，将于2016年
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正在
陆续向全市 50个站点投放自行车，
1000辆公共自行车本月底之前即可
全部投入使用，租车卡也已经开始
办理。

“目前暂时设了两个办卡点，
一个是‘商’字丹尼斯，一个是新
建路丹尼斯。”商丘市城管局监察
支队副支队长、公共自行车管理办
公室主任唐立说，“这两天主要以
集中办理行政、企事业单位等团体
人员为主，个人办理租车卡请再稍
微等等，过个三四天再去办理也不
迟。”

租车超1小时收费1元
据唐立介绍，本地年龄在16周

岁到65周岁的市民，可凭二代身份
证原件或户口簿原件办理租车卡。
非本地居民，凭二代身份证或护
照、台胞证任一原件与本市房屋产
权证原件，也可办理租车卡。

“在办卡服务点申领租车卡
时，需要交 100元的保证金、10元
办卡费和 20元消费充值款。”唐立
说，非本地居民申领租车卡时，需
另交 300元保证金。如需退卡，持
卡人要到办卡服务点办理，退卡时
只退还保证金和消费充值余额，不
退还办卡费。办卡时，需要填写办
卡申请表，并签订合同，以防法律
纠纷。

对于公共自行车租赁使用具体
规定，唐立说，1 小时 （含 1 小
时）内免费使用，超出 1小时，每
小时收费1元，不足1小时则按1小
时计算。每 24 小时最高收费 10
元，但超出24小时，则按照每小时

1元收费。
“其实完全可以不花钱骑车。”

唐立说，市民租车快一个小时的时
候，可以就近到站点换一辆自行
车，这样就可以避免超时收费。

据了解，商丘市城市公共自行
车覆盖区域为：民主路以南（不含
民主路、神火大道南延伸至华商
大道），平原路以西 （不含平原
路、凯旋路），北海路以北（不含
北海路）。具体办卡事宜，可拨打
商丘市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公司
电话 3158566 和商丘市城管局公
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电话 6978797
咨询。

晚报首席记者 邵群峰

公共自行车租车卡已可办理
目前暂设“商”字丹尼斯、新建路丹尼斯两个办卡点，咨询电话3158566、6978797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