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三严三实”
的重要论述中指出，严以用权就是要
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
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
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作为“三
严”之一，严以用权在“三严”的内在逻
辑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
方面，严以用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修
身要严，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谨修官德，在灵魂深处
真正树立为民意识，才能做到“权为
民所用”；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来
说，严以用权又是严以律己的基础和
关键所在，只有在行使权力的过程
中，树立强烈的规则意识，真正做到
按规则办事，才能心有所畏、行有所
止、遵纪守法、为政清廉。因此，开展
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求我们必
须深刻认识严以用权的重要内涵，准
确把握其三个基本维度。

要做到“权为民所用”

“权为民所用”的基础在于领导
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
观，对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性质和权
力的使用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领
导干部不但要从社会主义法规制度
层面深刻把握权力的民主性和人民
性，而且必须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
到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来自于人
民群众，而自身也是人民群众中的
普通一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在
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对于一个领
导干部来说，做到“权为民所用”，前
提在于要有良好的党性修养，真正
从思想根源上亲民爱民，才能形成

“权为民所用”的自觉意识。党性修
养是高于个体修养的另一个层次，
它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生命意义
的完成，而是“平天下”的外在价值
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领
导干部有着区别于其他任何党派或
政治团体的特殊要求。这种要求就
是作为个体能够超越个人一己私
利，自觉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己任，完
成从“个体利益”到“社会责任”的转
变。一个人只有超越了个体利益得
失的计较，能够发自内心关照社会，
甚至能够牺牲自我而没有抱怨，才
算具备了从政为官的基本条件。当
然“权为民所用”不单单是一句口
号，更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实践才是检
验的唯一标准。“权为民所用”需要
具备照顾百姓的能力，踏踏实实地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实实在在地
为百姓做好事，为群众谋福利。县
委书记的典型代表焦裕禄同志发自
内心的公仆意识，真抓实干的创业
精神和廉洁自律的官德意识诠释了
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对于“权为民所用”的深刻理解，从本质
上反映了共产党人“为民做官”的价值理念，为新时期领导
干部党性修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标杆。

要按照规则办事

“规者，正圆之器；矩者，正方之器”，“无规不成圆，无矩
不成方”。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
部的基本要求之一。按照规则办事，首先要明确“权”和

“责”的关系，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群众所赋予的，应该
为人民群众而行使，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受到有效制
约和监督。领导干部要明确“权力清单”和自己职权的法定
边界，对用权和行权的基本规范要有一个准确地把握，认识
到任何职权都是由法律确定的，都必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行
使，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认识到任何职权的行使都要
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认识到任
何违犯法定职权的行为都要受到追究和制裁。要把依法依
规用权和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督贯穿于日常工作中，要时时
刻刻、老老实实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真正做到“位高不擅
权”、“有权不任性”。其次，要克服有权不想用、有权不会用、
有权滥用、为官不为等不良现象。领导干部要不断反省自身
在“做人”、“谋事”、“做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思如何“合规
合法地服务好人民群众”。只有对自身的职务责任有了清醒
的认识，才能从灵魂深处挖掘自身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
才能形成领导干部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才能发自内心的
不想腐败。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但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
找出自身的差距和不足，不断提升服务百姓能力和水平，更
要以反面典型为镜子，对照自身在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权力
观等方面是否有所放松，不断净化自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要摒弃特权意识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劳动人
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
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
权。这一规定，鲜明阐述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基本意义
和价值。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优秀代表，共产党员的价值和
意义就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
利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我国经济
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纷繁交
错的利益纠葛和形形色色的现实诱惑，任何领导岗位，都不
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艰苦创业的场所；任何领导岗位
都不是谋私利的工具，其真正意义在于服务人民群众。因
此，领导干部首先要摒弃特权意识，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
关系、同组织的关系；对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始终保持战战
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决不能把公共权力异化
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要明辨是非，廉洁自律、向善惩
恶，自觉按照法律制度行事，避免以个人好恶作为判断是非
的标准。要做到踏实做人，通过省察克制的方法，反省自己
思想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及时加以克服，自觉遏制在萌芽状
态，做到“权重不谋私”。要把“做人”和“为官”统一起来，把

“做官”和“谋事”统一起来，把能力有大小与贡献须尽力统
一起来，把物质贡献和精神贡献、完善自身和奉献社会统一
起来，真正做到胸怀天下，服务百姓。⑥7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肯定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意义，明确了互
联网金融的含义和业务模式，确定了监管职责
分工，落实了监管责任，它的出台为互联网金
融更好更快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在调结构惠民生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互联网金融正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深刻
影响，众筹、P2P网贷、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
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大
众耳熟能详的热词，在悄然改变着资金融通、支
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等业务模式。据粗略统
计，2014年全国网络银行的交易额达1549亿元，
为2008年的5.4倍；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达23万亿
元，为 2009年的 7.7倍。P2P网贷的交易额也由
2009 年的 1.5 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3292 亿元。
2013年 6月，余额宝上线后，仅仅 5个月，规模迅
速突破1000亿元，用户超过2900万户，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首支突破千亿元的基金，引起了社会
各界对互联网金融的密切关注和不同看法。

虽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
些问题和隐患，如行业发展“缺门槛、缺规则、
缺监管”；客户资金存在安全风险，发生多起经
营者“卷款跑路”事件；从业机构内控制度不健
全，从业机构的信息安全水平备受质疑等等。
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缓解资金供需双方信
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
质量和效率、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等方面
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互联网金融在满足“三
农”、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等社会薄弱环节
投融资需求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
金融新业态，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
正发挥着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
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

传统渠道已难以满足旺盛的融资需求

近年来河南省金融行业发展较快，2015 年
上半年，全省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 3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0.05%，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 2.28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也连续数

年居中部六省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
能力显著增强。但尴尬的局面是，与全国其他
省份相比，我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较为滞后。目
前全国互联网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我省互联网金融机
构数量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三。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全省有 P2P 网贷平台 44 家，仅占全国
P2P 网贷平台总数的 2%，累计成交量仅占全国
网贷平台成交量的 0.1%，并且河南大多数 P2P
机构规模较小，管理水平薄弱，与优秀平台的
差距较大；全省仅有 3 家股权众筹公司，无法发
挥股权众筹解决创业者第一笔融资和创业第
一公里的优势；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全省只有 2
家公司拥有牌照，尚无法开展互联网支付和收
单业务，只可发行预付卡；在征信领域，更是没
有公司拥有数据分析和相关业务开发能力。
整体来看，河南互联网金融发展行业仍处于规
模小、管理经验不足的初级阶段，与河南经济
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各方经济主体日益增强的
多元化融资需求极不匹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二者紧密联系、
相互融合、共赢共生。新常态下，全省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河南同样面临着增速换挡、结构
优化、动力转换等共性问题，加之资产质量下
滑和信用风险加剧，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实体经
济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放贷更趋于谨慎，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根
本解决。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快
推进互联网金融在河南健康快速发展，将对实
现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产生重要积极作用。

一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有利于河南实现三
大国家战略规划。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建设为例，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郑州航空
港综合经济实验区航空物流金融，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的深度融合将极大地带
动河南的经济发展。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
展，信息和成本会越来越透明，用最小的转运
使货物价值最大化，郑州居中的地理优势将会
有力发挥出来。通过搭建智慧航空港协同创
新云平台，推进智慧枢纽和智慧物流平台建设
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更有希望
在这里实现“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
球”。航空港内搭建互联网供应链融资平台，

将使银行、融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与供应链核心
企业实现有效对接，并在此基础上为供应链上
的企业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鼓励金融企业开
展各种针对航空港区内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如
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出口发票融资业务
等。二是通过加快发展 P2P 网贷平台，可以进
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伴随着创业热
潮的到来，我省中小企业增长迅速，截至 2014
年 11 月份，河南省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42.1 万
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 98%以上，已成为河南
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中
小微企业自身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抵押
担保物等原因，其旺盛的融资需求却难以通过
传统的银行贷款渠道得到满足，产生“麦克米
伦缺口”（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融资额远低于其
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而 P2P 网贷则具有
融资门槛低，借款期限短、放款快速等优势，能
与银行融资形成互补。三是互联网金融发展
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难题，促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大省，一直以
来，农村金融是我省金融体系最为薄弱的环
节，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不能较好满足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
求。通过搭建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与银
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对接，为农村交易客
户提供结算上的便利，降低结算成本，解决涉
农企业、小微企业、农村新型经济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的实际问题，能够有针对性地激发农村
消费市场的活力，打破传统金融在时间、空间
及成本等各方面的制约。

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既需要市场驱
动、鼓励创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进健康发
展。面对新一轮互联网金融浪潮，河南省抢占
互联网金融发展先机的同时，应努力做到“三
个坚持”。一是坚持行业自律。成立省级河南
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凝聚行业的共识和力量，
严格遵循“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
康发展”的总体要求，从金融业健康发展全局
出发，认真落实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意
图，同时争创河南省互联网金融“特色”，探索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新模式。二是要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充分研究省情，主动对接河南省产
业发展战略，围绕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
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战略定位，与省内的
电子商务平台深度合作，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项目、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增效升级。三是坚持普
惠金融导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
涉农、扶贫、民生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金融支
持力度，满足不同阶层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
求，强化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提
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让互联网金融创新和
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大众。

在政策层面上，河南要积极采取多种措
施，主动作为，加快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较快
发展。一是要加快制定全省推动互联网金融
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落户奖励、税费减免、场
地使用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支持，吸引、聚集优
秀的互联网金融人才，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
产业园区、产业基地发展。设立互联网产业发
展引导资金、产业投资资金，为互联网金融产业
发展提供信息、培训、孵化等服务，形成“筑平
台、聚人才、汇才智、引资金、强实业”的发展格
局，鼓励我省传统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金融转
型升级。支持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围绕互联网
金融开展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强化互联网金
融机构和我省中小微企业融资互动发展。二是
要推动改善支付环境。支持第三方支付机构与
金融机构共同搭建安全高效的在线支付平台，
开展在线支付、跨境支付、移动支付等业务。加
大力度扶持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鼓励金融
机构增加农村地区自助终端设备数量。三是要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全省信用信息数
据交换平台建设，推动政务信用信息与社会信
用信息交换共享，打造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统一
服务平台。建立跨部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四
是要加大金融风险防控力度。通过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督管理，严厉打
击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金融诈
骗等违法活动。加强互联网金融投资者风险教
育，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⑥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金融研究处）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
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物品或服
务，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作为
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方式的一种变革，PPP 模
式起到了缓解公共财政压力、提高公共服务效
率的作用，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被普遍运用。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
调整加速，2015 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名义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5.9 个百分点，我省
也比去年同期下降 5.4 个百分点。为了发挥
PPP 模式在稳定国内投资需求、完善地方政府
债务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和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
政策措施，我省也配套出台了相关实施文件，
鼓励推广 PPP 项目投资建设。作为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年年初以来，中央
和地方政府层面加大了 PPP 项目库建设力度，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PPP 推介项目投资额已接
近 2 万亿规模，我省发布了包括 333 个项目、投
资规模逾 4300 亿元的 PPP 意向项目，郑州、洛
阳、开封等省辖市也纷纷推出了面向全国的
PPP 项目，投资金额规模巨大，极具发展潜力。

相比之下，从中央和地方 PPP 项目的投资
建设进度来看，多数仍然处在前期的项目识别
和准备阶段，还没有真正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
的有效投资需求和动力。有数据显示，在各级
政府推出的 PPP 项目中，与社会资本达成初步
意愿的不到五分之一，而真正已经实现社会资

本投资落地的项目比例就更低。除了 PPP 模
式本身仍存在制度完善和推广普及的过程外，
在增强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方面还面临一些
合作机制的约束和障碍。基于对 PPP 投资项
目的营利性、风险性和稳定预期等因素考量，
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对于 PPP 项目的投
资持有很强的谨慎心理，多抱有观望态度。

目前，我省公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公共服
务水平低，在交通、环保、市政、能源和水利等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
间。同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稳增长、
保态势迫切需要发挥投资的关键带动作用。因
此，推动 PPP 项目投资的尽快落地和实施，充分
发挥投资的需求带动作用，时间紧迫，政策性
强，对于稳定下半年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和
改善民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加大政策扶
持，强化 PPP项目投资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是完善PPP模式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
社会资本投资权益。推广 PPP 模式，促进社会
资本进入公共设施与服务领域，需要建立健全
适合我省实际的法规与政策体系，增强社会资
本投资的稳定预期和法律保障。PPP 模式下
的项目投资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
征，针对政府和社会资本提供的价值、承担的
风险以及要求的回报，要以明确的契约形式固
定下来，增强法治和契约精神。PPP 模式强调
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针对不同项目的特点，
需要通过法律契约的形式界定好政府和社会
资本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建立与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的跟进和相关法律法规。政府也要按照

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增强管理过程
的法治化、透明化和系统化，保障社会资本的
投资权益，避免政策变更的频繁性和随意性，
发挥 PPP 模式的吸引力，提高项目的签约率，
尽早促进投资落地。

二是优化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PPP
项目涉及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主
体，利益与风险结构复杂，要建立科学、动态的
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处理好 PPP 项目投
资的利益风险分配关系。在国内 PPP 项目投
资的实践案例中，既存在因市场调研不足和决
策失误等造成的运营亏损，也存在因地方政府
政策变更等不稳定因素造成的经营风险，在
PPP 项目投资的推进中，价格调整、财政补贴
和税收优惠等机制的透明性和稳定性，将直接
影响社会资本投资。政府在推动公共物品和
服务定价的公开化、社会化和透明化的同时，
针对公共购买、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
等运营方式，要科学制定涉及项目的财政补
贴、经营收费权和其他支付对价，稳定项目的
收益水平。社会资本要从长远角度考虑项目
投入和产出，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
系，兼顾好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与项目投资的
市场收益平衡。政府和社会资本应平等参与，
坚持风险分担最优原则，根据 PPP 项目具体情
况在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建立合理公平的风
险分担机制，避免将社会资本更多地单方面暴
露在各种风险中。

三是加大对PPP项目投资的资金引导和
扶持。我省已经成立了全国首只获得国家批

复的 PPP 开发性基金，要尽快发挥开发基金
“四两拨千斤”的投资撬动效应，通过加大对

PPP 项目的投资示范和带动影响，提高项目融
资的可获得性，解决融资难问题。抓紧落实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
的实施意见》，推动运用基金投资、银行贷款、
发行债券等各类金融工具，建立期限匹配、成本
适当以及多元可持续的 PPP 项目资金保障机
制。通过加强与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
及时共享项目信息，协调解决 PPP 项目融资和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为社会资本融资工作的顺
利推进创造条件。另外，针对 PPP 项目建设周
期长、资金投入规模大的特点，还要实行多样化
的土地供应措施，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加大地方
财政补贴，明确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四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服务保障水
平。PPP 模式作为科学高效的公共物品与服
务供给变革，强调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平等

“伙伴关系”，关注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现代治
理理念。政府和社会资本是在透明公开、平等
协商、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既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
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要放
手交给市场，政府的监管和服务则要切实履行
到位，提升政府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水平，以
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
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财政资源，构建公共
部门与私人部门分工协作的合作治理格局，全
面为社会资本投资运营提供良好环境。⑥7

（作者系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党员干部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仅来自于
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更在于自身的人格魅
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谈道：“人
格魅力是干部人品、气质、能力的综合反映，也
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私、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纵观古今中
外，能成大事业高境界者，无不具有特别的人
格魅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
志为例，他思想深邃、高瞻远瞩、处乱不惊、才华
横溢，使人们无论在其生前身后，抑或异域之
中，无不对之倾倒折服，靠着这种非凡的人格魅
力，他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是一位具有特殊人
格魅力的领导者，他和善亲民、务实重干、博学
睿智、沉稳坚毅，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和领袖
的高度评价。他在欧洲访问期间，所展现出来
的醇厚人文情怀、充分的文化自信，加上渊博
的知识、精彩的演讲，使法国《世界报》以“习近
平在欧洲展开魅力攻势”为题对其进行评价；
他在阿根廷访问期间，当地的一位国际问题专
家满怀崇敬地说：“习近平是一个特别具有个
人人格魅力的人。”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正以
清新的领导风格和特有的人格魅力给中国的

政治生活带来新气象，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树
立中国的新形象，使我国在大国外交中呈现出
新风貌。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具备良好
的人格魅力，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就能很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
致、努力向前。反之，如果一名领导干部器量
狭隘、阴暗猥琐、不学无术、唯利是图，就会在群
众中失去威信和基础，就难以产生感召力和影
响力，甚至会使大家人心涣散、貌合神离。孔子
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
也。”一个人即使有周公旦那样的才干，如果既
傲慢又悭吝，那么这个人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因此，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切磋琢磨、
明德惟馨，努力做到冰清玉洁、握瑾怀瑜，以强大
的人格魅力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是要修德，做到以德化人。美德在身，
如怀芝兰。人格的高尚和伟岸在于德行的笃
实和充盈。因此，只有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培
养高尚的情操，才会有强大的人格魅力。颜渊
感慨于孔子的德行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越看越高大，越探究越
坚固，感觉就在前方不远，一不留神就会落后

很多。这就是至德的真实写照，也是人格的魅
力之源。但修德的目的不仅在于自我完善，更
在于以德化人，如果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够把
加强道德修养作为砥砺人格的基础，就会激励
周围的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就会形成“德不
孤，必有邻”的和谐局面，党的事业才能如众星
拱月，国家的发展才能星汉灿烂。

二是要广才，做到以才动人。腹有诗书气
自华。才华和学养是人格魅力最直接的表现，
正如珍珠与泥沙一样，有才学的人熠熠生辉，无
知之辈灰暗无光。因此，一个人虽然大德不缺，
但如果质木少文，终究是一件憾事，“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质文兼备，才能称得上是君子。特
别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如果没有
充足的学养，就会缺少一双明辨是非的慧眼，就
会沦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凡庸之徒。司马
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
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
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是说自己之所以遭受大刑
而隐忍苟活，是不甘心“鄙陋没世”，一生平庸，
而要以才华显现于众人面前。因此，人生要想
出彩，就必须把读书学习放在重要位置，以学广
才、立志成学、以才动人，不断增强自身人格魅

力的内涵和深度。
三是要实干，做到以干惠人。人格魅力不

是空洞的表象，而是让人能够感受到的实实在
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
才能展现出来，否则，所谓的“魅力”只会成为
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装饰与点缀，成为附庸
风雅、东施效颦的反面教材。以西晋王衍为
例，他年轻时候便“神情明秀，风姿详雅”，一举
一动，魅力十足，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也是
后进之士的效仿对象，但他“妙善玄言，唯谈

《老》《庄》”，身居高位，诸事不理，以致当时社
会“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崇尚浮华虚诞成
为社会风气。后来王衍在“八王之乱”中为石
勒所获，他为自己开脱说“少不豫事”，欲求自
免，石勒听了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
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在被杀之前，王衍追悔
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
至今日。”成为空谈误国的最大典型，为后来人
所鄙弃和批判。可见，真正的人格魅力是从真
抓实干所创造的业绩中来，而非从坐而论道的
空谈中来。因此，务实重干、见于行事应当是
领导干部提升人格魅力的关键所在。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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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互联网金融发展新高地
□李天忠

以人格魅力增强党员干部的感召力
□杨晓东

完善体制机制 加快推进PPP项目投资落地
□钟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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