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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全国假日旅游

部际协调会议正式撤销"其办公室即公众熟

悉的(全国假日办%也随之撤销)全部职能并

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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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假日办”运行14年后终于寿终正
寝，这也意味着即将到来的“休1上3休7
上4”的国庆假期，应该是“假日办”留给大
家的最后一个作品。以往，网友们对“全国假
日办”的吐槽从未停止，这个机构似乎总是
出力不讨好。如今撤销“假日办”，成立国务
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则是顺应了中国
从“黄金周”向“带薪休假”的转变，我们也期
待此举能让带薪休假正常化。
从级别上看，新设的机构国务院旅游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比原来的“假日办”级别高，
对比此前的“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
不仅是名称中的“协调”变为“联席”，不论是
召集人，还是成员单位，国务院旅游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提格、扩容。这也意味着，统筹决
策不再像往日的“假日办”一样自说自话，重
视程度必然提高。这是国家一次重要的政策
性调整和转向，从“黄金周”“小长假”的集中
休假方式逐渐转向更为灵活、自由的带薪休
假，不再是梦。

不少人都以为“带薪年假”是一种福
利，只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一些国企员工
才能享有。而实际上“带薪休假”是每个劳
动者的法定权利，人人都该享有。早在1994
年，《劳动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连续工
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而现实
生活中，“无假可休”“有假不敢休”或是“放
弃休假”的休假困境，却让不少职场人士徒
呼无奈，带薪休假只是镜花水月，看起来很
美却难以触摸。一直以来，如何安排假期，
如何让每个劳动者享受到应有福利，考验
决策者的智慧。而以往善于“缝缝补补”的
“假日办”换来的更多是吐槽，最经典的案
例莫过于2014年的“除夕不放假”。年味最

浓的除夕却不放假，引来公众吐槽并不意
外。吐槽背后，是大家对合理假日的一种期
盼和寄托。如今，撤销“假日办”和新设高级
别决策机构，正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适时之
举。弃“黄金周”概念而重点强调“带薪休
假”，这一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劳动者
权利的一种保护。
近年来，中国旅游产业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法定节假日的假期究竟该如何安排？这
也将成为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面
对的首个问题。显然，“带薪休假”更符合公
众期待———推行“带薪休假”制度，既可以满
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旅游休闲、观光度假需
求，又能适当缓解假日旅游高峰，何乐而不
为？

一言以蔽之，撤销“假日办”，不是对假
日的“不管”，而是从更高层面给予整体规
划和调整，对有效促进假日旅游向带薪休
假迈进大有裨益，也为各单位给员工的带
薪休假等“纸上福利”打开一扇人性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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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且看几天前的
另一条新闻：广西南宁的蒋先生开车在高
速公路上行驶时，接到一条又一条短信提
醒，显示他的银行卡在广东境内被盗刷10
万元，而当时银行卡就在他身上。蒋先生随
后将银行告上法庭，南宁市青秀区法院一
审判决银行承担80%的责任。
再看几年前的新闻：2007年，南京储户

王永的银行卡被盗刷46万余元，王永向银
行索赔无果，遂将银行告上法庭，南京市鼓
楼区法院裁定银行承担全部责任，赔付王
永46万余元损失及利息。

列出这么多条新闻，只是想提出一个
问题：储户的银行卡遭盗刷，银行方面究竟
应该赔多少？银行担责比例到底有没有一
个准谱？

从目前的情况看，的确没有一个准谱，
各个法院的判决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银
行担责比例似乎成了糊涂账。这显然是不
正常的、不严肃的，因为在上述案例中，原
告（储户）所遭遇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都
是银行卡明明在自己手上，却在异地被盗
刷，犯罪分子通过复制银行卡和密码实施
盗窃。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国家法
律是统一的，各地法院对相同案件的判决
结果，怎能相差如此巨大呢？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
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
个人侵犯。”保障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安
全，是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犯罪分子利用
自装设备（读卡器-摄像头）复制银行卡、窃
取密码，说明银行卡保密技术不过关，说明
ATM识别假卡的功能太差，说明银行自助
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有问题……概言之，
正是由于银行的种种管理疏漏被犯罪分子
利用，才给储户造成损失，银行理应承担对
于储户的赔偿责任。

当然，银行会百般推脱和狡辩，其中最
大的“杀手锏”是指责储户没有妥善保管银
行卡密码，对卡内存款失窃负有责任。储户
是否无意间泄露过银行卡密码，往往是一
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银行和储
户各执一词。正因如此，一些法院才采取
“和稀泥”方式，判决储户和银行各承担一
些责任，具体的责任划分则取决于稀泥
“和”到什么程度。

法院判决毕竟不同于法庭调解，“和
稀泥”式判决不仅伤及法律的严肃性，也
难以保证公平公正。在我看来，储户银行
卡遭盗刷，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储户存在
过错，否则就不应让储户承担损失。而认
定储户过错不能搞“有错推定”，即不应由
储户举证自己无过错，而应由银行举证储
户有过错，银行若无法举证，则应承担全
部损失。总之，储户银行卡遭盗刷案件究
竟应该怎样判，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下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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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人人可以有，这是一种自由。官员当
然可以拥有自己的爱好，有个人爱好并非坏
事，而且，偶尔“秀”一下高大上的爱好，能一改
平时正襟危坐、严肃认真的官员形象，也有利
于树立政治新风，拉近官民、党群的距离。

官员“秀”个人爱好，本身没有原罪。但在
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的语境里，官员过多地
“秀”自己的个人爱好，就容易跑偏。一，官本位
的体制里，即便能够达到艺术水准的爱好与技
艺，也通常能被无限拔高。至于拙劣的琴棋书
画，还容易影响观众与听众的审美取向，扰乱
市场和评判标准；二，官员的个人爱好，容易成
为别人投其所好的突破口，容易滋生官场腐
败。官员要么利用特权主动获取，要么被动接
受别人的馈赠。以爱好为由，将权力进行出租、
公权私用的现象，就是如此产生的。

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
饵。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句“名
言”：“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而
过往的反面案例也告诉我们，官员拥有太多的
爱好并将这些爱好经常性展示，极容易出现腐
败问题。有的官员总能在打麻将时赢老板们的
钱；有的官员喜欢收集包，结果家里成为奢侈
品牌手提包的展览馆；有的官员喜欢收集古
玩，结果家里很快能成为博物馆……
官员不是不可以拥有个人爱好，也不是说

不能把个人爱好修炼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是
说，既然你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具有公职身
份，拿着公共财政拨发的工资，就不可以在公
开场合过多地“秀”自己的爱好，更不能凭借个
人爱好牟取名利。一言以蔽之，官员有爱好是
好事，但不需要张扬，官员的爱好应该是内敛
的、低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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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 要慎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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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要求慎用劣迹艺人，那什么是劣迹艺
人？达成共识的，或许就是黄赌毒属劣迹无疑，
而“潜规则”女演员、人品不好、道德不彰等，似
乎也属于“劣迹”。倘若对“劣迹”没有设定标
准，对艺人慎用或封杀就无法执行，相关精神
自然也就形同虚设了。设定更加明确的标准，
或许更能发挥制度善意。

很多人都认为，艺人的劣迹有法律法规
管着，再次进行惩戒有“法外私刑”之嫌，这样
的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却是站不住脚的。毕
竟，法理之外还有公序良俗。行业自治、道德
约束等并不是“法外私刑”，而是对公序良俗
的一种呵护。假若我们没有必要的行业自治，
明星吸毒、嫖娼后立马出现在荧幕，其负面影
响及其带来的模仿效应，不堪设想。
在如今这个时代，艺人比大师更容易成为

全民偶像，为了让大众的审美回归正确的方
向，“慎用劣迹艺人”是一种及时的警醒与督
促，而要完全回归正轨，仍然任重而道远。

龙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