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
为啥要在3月开

春天是一个播撒希望的季

节，春天里召开的全国两会，也是

值得人们期待的会议。会议的每

项议程、每个话题，都会对大家当

下乃至未来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

为啥要在三月开
全国两会在3月召开的惯例，

始于1 985年。此前，会议时间从

年初到年中、到年末，历年均不

同。

1 982年，在修改宪法时许多

人认为，全国人代会的开会日期

应固定下来，做到制度化，以便及

时审查批准预算和国民经济计

划。

1 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确定

了全国人代会在每年一季度举

行。而召开的日期固定在3月5日，

并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自

1 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形成的惯例。

人代会在固定日期召开，有

利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

行使职权，及早对当年国家各方

面的重要工作作出安排，也有利

于中央国家各机关、省级机关等

有关方面统筹安排自己的工作。

1 999年起，全国政协会议均

在3月3日开幕。

两个会职能有何不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府两院”由

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

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

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政协委员也列席人大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报

告，两高工作报告等，但与人大会

议不同的是，政协是讨论这些报

告，提出意见和建议，不表决，不

作出决议，而人大是审议、审查这

些报告，要通过表决作出决议。

还有，人大代表可以按规定

提交“ 议案”，政协委员可以按规

定提交“ 提案”。

还有，按惯例两会上要审议、

审查“ 七大报告”：

———人大代表要审议或审查

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政协委员要审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全国人代会还将对一些重要

法律进行制定和修改。今年，会议

将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每五

年，也就是每届全国人代会的一

次会议上，还会选举和决定国家

领导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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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久前引发社会热议的

出租车改革话题，全国政协委员、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尽

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车改

革的关键是打破牌照的垄断式管

理。这是李书福第三次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出租车体制改

革的建议。

出租车问题具有行业性与地

方性叠加的特殊性，改革需要顶

层设计和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

动、相向而行。李书福认为，近期

交通运输部出台的《 关于全面深

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 提出，

要科学调节出租汽车总量，推进

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等方式配置

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这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

“ 要让这种备受期待的改革

真正落地，关键还是要打破出租

车牌照的垄断式管理。”李书福

认为，如果出租车牌照仍维持相

对不变的状态，并且被少数公司

所控制，那么，就算取消了“ 份子

钱”，那些稀有的出租车牌照依

旧需要通过高价“ 竞得”，现有的

矛盾仍然不能解决。

李书福建议，有关出租车改

革的政策意见应加强指导性、可

操作性。“ 比如，出租车经营权是

否允许社会力量有序进入，出租

车运营权是否还需要行政审批，

出租车数量控制是否完全放开，

出租车车型选择是否在准入标

准前提下放手让市场选择、打破

地区垄断？这些焦点问题都应该

有更明确的指导意见。”李书福

说。

“ 出租车行业亟待进行体制

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 坚

冰’，改革的方向应是破除垄断，

将出租车数量的配置彻底交还

给市场。”李书福提议，应该直接

向符合准入的一线司机开放出租

车经营权，通过充分竞争盘活市

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有可能真

正告别“ 打车难”、“ 打车贵”现

象。 据新华社电

“ 雅好”成为腐败“ 马甲”
将真金白银、房产汽车换成

古玩字画，摸准一些官员的“ 收

藏”“ 雅好”，投其所好予以赠

送。价值，心知肚明；变现，隐蔽多

样。近年来，文化“ 雅贿”现象屡

被诟病，因“ 雅好”滋生的腐败，

已有诸多官员因此落马。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爱玉

成痴，其受贿总额近8成为玉石，

成为“ 雅贿”的典型样本。河南省

南阳市纪委常委谢先莹有着近亿

元的名人字画，自称是大书画家

们对自己的“ 感情投资”。鄂尔多

斯市原副市长王会师痴迷摄影，

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十几部价

值昂贵的摄影器材⋯⋯

一些官员利用制度建设的缺

陷，故意混淆“ 正常爱好”“ 人情

往来”与“ 收受贿赂”的界线。全

国政协常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院长刘慕仁认为，“ 雅贿” 盛行，

严重危害了党风政风建设，更影

响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 艺术品有市场价值，一些

官员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而卷入腐

败的漩涡。”全国政协委员、作家

何香久说，“ 艺术本具有高纯粹

性、品格性，如今竟成了贪腐的多

发之地，令人叹息。”

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提出，

官员借助此类文化雅好，给贪腐

穿上了遮掩性“ 马甲”，企图掩盖

背后的权钱交易。纪委等反腐部

门要加大打击力度，给艺术品市

场去去虚火、降降钱温，还文艺界

一片净土。

艺术协会官员扎堆
“ 书法艺术历来清苦，现在

却成了‘ 发财’的事业。”

“ 行贿者附庸风雅索求墨

宝，把本不值钱的书法字画付以

巨资，实现隐形行贿。”

去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

布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秦玉海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其主

政河南省公安厅9年时间里，兼任

“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

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引

人注目。

不久前，请辞陕西省书协主

席职务的陕西官员周一波更公开

直言，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名

正言顺地收钱，实际上是利用协

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早在1 998年，中央曾发文明

确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

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但禁令颁

布1 7年了，仍有领导干部热衷跻

身“ 文化圈”，一些艺术协会俨然

成了“ 官协”。一项调查显示，河

南、河北、福建、广东等十余省份

的书协中，仍有多位官员任职协

会主要领导。

“ 文艺界历来被认为是清水

衙门，但因为一些官员的摄入，从

中捞取名利，出现了‘ 穷庙富方

丈’的现象。”全国人大代表、作

家樊一平说，文艺协会要去除

“ 行政化”倾向，摘掉“ 官帽”，打

掉这些腐败“ 暗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协副主

席冯双白说，文艺协会本是服务性

机构，是党和国家联系文艺工作者

的桥梁和纽带。要厘清权力与艺术

的边界，让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担当行业领头人，让各艺术协会真

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卖奖、跑奖、人手一奖
中央第二巡视组日前向文化

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直指文化

系统五大贪腐隐患，其中“ 文艺评

奖过多过滥，评奖中存在暗箱操

作、利益交换”问题“ 榜上有名”。

评奖的乱象，反映的是文化

权力与文化市场运行中的乱象。

樊一平代表坦言：“ 目前，文化界

‘ 以奖论英雄’ 现象十分突出和

普遍，由此造成的买奖、跑奖腐败

时有发生，让一些兢兢业业搞创

作的文艺工作者感到心寒。”

“ 一些获奖作品公布后，不

但没有得到业内的认可，连老百

姓都感到荒诞可笑。如果是官员

对评奖有过多干预，更严重影响

了评奖的公正公平性。”刘慕仁

委员说。

近些年，包括鲁迅文学奖、茅

盾文学奖、飞天奖、华表奖等权威

奖项都受到公众的质疑。文艺领

域 各 种 奖 项 越 设 越 多 ，“ 双 黄

蛋”、“ 多黄蛋”甚至人手一奖的

评奖方式屡见不鲜。某些评奖中

的形式主义、暗箱操作、钱权换奖

等问题，使评奖成为另一种隐性

腐败。

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表示，

文艺评奖是必要的，但评奖机制

亟待改善，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

评奖制度，特别是要有观众或读

者的参与。只有老百姓说好，才是

真的好。 据新华社电

领导干部扎堆艺术协会滋生权钱交易 代表委员建言：

文化界文艺圈亟须防治“ 雅腐”

李书福：出租车改革关键是打破牌照垄断

一面是玉石字画成了“ 受贿清单”新“ 宠”，为投官员所好，助长隐形腐败歪风；一面是功力不足、笔
墨欠佳的领导干部扎堆艺术协会，权力染指文化圈，滋生更多权钱交易；文艺评奖“ 暗箱操作、利益交换”
的弊病，更被中央巡视组“ 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在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
建言：文化界、文艺圈亟须防治“ 雅腐”，不能沦为腐败滋生的“ 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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