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卷第 5 期
2015 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8 No． 5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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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务失信现象的现实存在及其泛滥，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政务失信会大大降低民
众的政治效能感，使民众对政治参与失去意义感，导致政治冷漠。政务失信的不断泛滥，会使得政府的政治信
誉不断锐减，进而使得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导致“塔西佗陷阱”的出现。政务失信会使得民众对政府产生大
量的“气”，这种“气”的聚合和累积会使得许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极易出现。政务失信频发并得不到及时的
治理和矫正，会严重恶化社会诚信环境，使社会诚信状况急剧恶化，导致社会诚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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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Ｒisk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y
ＲUAN Bo
（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existence and deluge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y implies enormous political risks and social risk．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y will greatly
reduce people’s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making people feel t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meaningless，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restige to decrease continuously，and bringing about the “Tacitus
Trap”．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y will make people angry with the government，which
may lead to many anger － type group events． If frequent government dishonesty cannot be under the
prompt government and the correction，the social credit environment and status will seriously deteriorate，leading to social credit crisis．
Key words： government dishonesty； political apathy； “Tacitus Trap”； group events； social credit crisis
政务诚信指的是政务人员在政务活动中以诚实 、真诚和守信的姿态对待民众。 政务诚信是政府公
信力的基石，是社会诚信风气的风向标，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尺。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政务诚
信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向度 ，理应成为所有政务人员的行为准则、职业规范和伦理追求。 但是，在
现实的政务活动中，各种政务失信行为却时常发生。
在当前中国，各种政务失信现象大量存在，这可以从大众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亲身经历中得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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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当前中国的政务失信现象主要有三种样态 ： 政务失“真 ”、政务失“诚 ”、政务失“信 ”。 所谓政务失
“真”，即政务人员在具体的政务活动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 ，弄虚作假、以假乱真，如统计数据失真、学
历履历造假和“豆腐渣工程”； 所谓政务失“诚”，即政务人员在政务活动中不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群众 ，不
诚心诚意地为群众服务，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行政不公； 所谓政务失“信”，即狭义的“政务失信 ”，就
是指政务人员在政务活动中不守信用 ，如“放空炮”、“新官不理旧账 ”和“朝令夕改 ”。当前中国存在的
这些政务失信现象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

一、政务失信与政治冷漠
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情感态度，指的是公民对政治问题的冷淡和漠视。 政治冷漠，作为一种行为方
式，指的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逃避和疏远 。政治冷漠表明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热情 ，他们不想
谈论政治和不愿涉足政治。政治冷漠作为公民对政治热土的刻意疏离 ，对于政治发展有着巨大的负效
应，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生命线，而政治冷漠则是民主政治的腐蚀剂。
如果公民对于政治丝毫不关心，不进行恰当的政治利益表达，不对职业政治人的政治活动进行有效的监
督，
就极容易催生专制主义、腐败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各种“民主敌人 ”。 其二，政治冷漠容易滋生无序的
和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公民广泛的政治冷漠，折射出政治体系的无效，也反映出
公民政治忠诚感的缺乏。一个不能对公民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政治体系 ，公民就极可能用非正常的
政治渠道去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政治冷漠表明公民对现存的政治秩序缺乏信心 ，这会使得政治
统治的合法性面临危机，公民可能就会诉诸无序的和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方式 ，从而容易滋生政治不稳
定因素和发生政治动乱，这非常类似于鲁迅所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政治冷漠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政治冷漠，因为如果公民在基本生
活资料的获取上还花费更多时间 ，他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兴趣去参与公共事务。公民的知识状
［1］（ p140）
但是，需
况也会影响政治冷漠，正所谓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 ”。
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政治冷漠的根子在于政府。在现代社会，公民是否愿意参与政治，主要取决于
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乔治·盖洛普曾经做了一项民意测验，这个民意测验表明： “低
［2］（ p117）
投票率不是由于美国人不关心他们的政府 ，说得明白点，问题似乎是他们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 。”
也就是说，政务人员的所作所为是影响民众政治冷漠的根本因素 ，一个失败的政府往往是造成政治冷漠
的罪魁祸首。
在造成政治冷漠的各种政府失败行为中，政务失信占有“一席之地 ”。 在政府机构中，如果政务人
员的诚信严重缺失，就会严重抹杀人们对政治的理想主义期待 ，往往会让人们对现实政治敬而远之 。政
务失信造成政治冷漠的实例在社会现实中也大量存在 。2004 年美国大选前夕，一项在青少年中进行的
全国性民意检测发现，半数以上的人对于将来当总统兴趣缺乏 。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美国的第
二大报《今日美国》认为问题就出在近年来白宫主人的诚信缺乏。“先是民主党人克林顿矢口否认和莱
温斯基小姐的婚外情，后又共和党人布什为入侵伊拉克无中生有 、制造谎言。 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之后，
他们又都违背了自己信奉的原则和许下的诺言 ，玷污了总统的声誉，怎么能成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们向
［3］（ p50）
往、崇敬的榜样？”
政务失信之所以会导致政治冷漠 ，是因为政务失信大大降低了民众的政治效能感 ，使民众对政治参
与失去了意义感。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都会具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都会认为这种参与会给他们带来某
种价值或意义，也都希望他们的政治行为会对现实政治生活发生某些影响 。 民众在政治参与中获得的
东西越多，其政治行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影响越大 ，他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就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意
义感也就越强。政务失信则会使民众远离政治，采取对政治冷漠躲避的态度。一方面，政务失信会可能
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不能获得应有的利益 。例如，政治生活中的暗箱操作（ 如政治选举中的“内定 ”） 作
为政务失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极大地堵塞了民众利益实现的正当渠道 。 在暗箱操作泛滥的政治情境
下，不少民众通过正常的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并不能实现自己的合理的利益诉求 ，因为不管他们付出
多少努力，“结果”都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政务失信也可能使得民众的政治实践对现实政治生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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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了丝毫影响。例如，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作为政务失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只是玩游戏似的走走
过场，只是象征性地做做样子，只是追求一些表面上的民主气氛和哗众取宠般的轰动效应 ，并不是真正
地彰显民众手中那“神圣的一票”的价值，也并不是要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 。 当民众经常遭
遇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作秀，内心深处就会觉得，他们殷切热情的政治活动顶多只是实现他人丑陋目的
的美丽的工具式政治陪衬，丝毫影响不了政治活动的内容，也体现不出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政治价
值。在政治活动中生成不了自己的主体性，
找不到政治活动的意义感，
民众自然会奉行“政治与我无关”的
冷漠原则。可见，
当民众面对由于政务失信导致的与自己的利益毫无关联的政治体系和自己也对之也丝
毫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的政治生态时，
他们自然主动与之割裂，
并对之采取自觉远离的冷漠态度。

二、政务失信与“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政治理论家塔西佗从自身的执政经历出发进行理论沉思而总结出来的一
［4］
条政治定律：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 “塔西佗陷阱 ”的要
义可以转换为： 当政府不受信任的时候，无论其做什么和怎么做，都会受到民众的批评、指责和不满。一
旦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其说的是真话抑或是假话，无论其做的是好事抑或是坏事，都会被民众
完全否定，即民众都会认为政府是说了假话和做了坏事。“塔西佗陷阱 ”折射的是公权力的信任危机，
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普遍质疑心态 ，蕴含着政府“恶”的形象在民众心中的固化。
“塔西佗陷阱”具有巨大的负效应，潜藏着重大的政治风险。 其一，“塔西佗陷阱 ”加大了政治运行
的成本。政治生活中的信任是政治运行的润滑剂 ，能够减少政治运行的环节和降低政治运行的成本 。
“塔西佗陷阱”的出现表明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了隔阂，民众不再信任政府。 民众不再信任政府，就不
会将政府作为其“同盟者”，对于政府的行为和制定的政策也常常采取不配合的态度。 这样，政治系统
就会面临着整合的困难，政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 其二，“塔西佗陷阱 ”会严重瓦解着政治合法性。
［5］（ p287）
“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
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政治合
法性的源泉。政治合法性的生成和稳固依赖于公民的政治信任 。如果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活动
方式和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正确性和法治性缺乏信任，或者对于政治体系中官吏和政务人员的政治伦理
和道德品质缺乏信任，那么这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合法性将面临严重困难。“塔西佗陷阱 ”表征着政治信
任的严重流失，这会危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其三，“塔西佗陷阱 ”撼动着社会安定的基础。 社会安定
的重要基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团结。“塔西佗陷阱”的出现，表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团结日
渐式微。在“塔西佗陷阱”的政治情境下，民众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政府，他们为了发泄对政府的
不满情绪，可能刻意破坏正常的公共生活，制造一些公共问题； 也可能故意刁难政府，给政府难堪，甚至
直接与政府发生暴力对抗和流血冲突 。这些都撼动着社会安定的基础，可能导致社会混乱。
有些人将“塔西佗陷阱”的出现归咎于民众素质的低下。 在他们看来，民众素质不高，缺乏辨别能
力，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政府盲目不信任 。显然，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塔西佗陷阱 ”的
出现是“狼来了”效应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是“烽火戏诸候 ”的政治恶行所收获的政治恶果。 换言之，
正是政府层出不穷的政务失信行为扼杀了民众对政府的好感 ，消解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陷入了
“塔西佗陷阱”。正如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教授所指出的： “一个重视自身声誉的政府会更尊重法律 ，更
可能说话算数，更少有机会主义行为，更尊重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从而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相
反，如果一个政府不重视自身的声誉 ，就更可能践踏法律，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任意侵害私有产权和
［6］（ p173）
个人自由。这样的政府，很难得到老百姓的信赖。”
那么，政务失信导致“塔西佗陷阱 ”出现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政务失信的不断泛滥，使得政府的政
治信誉不断锐减，进而使得政府的政治权威丧失殆尽，这是“塔西佗陷阱 ”出现的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
是否具有公信力，是否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信任和积极支持 ，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权威性。权威是权
力能够得到他者自愿认可、真诚同意和自觉服从的状态。“权威与权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被认为是
［7］（ p58）
正当的权力。”
如果说面对政治权力，公民还具有反对或支持的矛盾心理和选择愿望的话 。 那么，
面对政治权威，服从就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在公民的精神世界中，依据具体的情境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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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抵制还可能是合理的，然而，对权威的抵制则没有合理性。任何政府只有具备权威性，才能收获民
众的热烈信任。政府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务诚信 。政务诚信既体现出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又
体现出政治程序的规范性，还体现出政务人员的道德性。一个具有政务诚信的政府给民众的印象向来
就是一言九鼎和有诺必践，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它所制定的政策肯定能得到民众的信赖，它所发布的信
息肯定能得到民众的确信。反之，如果一个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内容经常空泛而不切实际或者远离公共
利益，它所要遵循的政治程序经常缺乏规范性或被个人意志肆意绑架 ，组成这个政府的政务人员弄虚作
假成风、形式主义泛滥和官僚主义成灾，并得不到及时的整治和矫正，那么这个政府就会渐渐信誉扫地 ，
其权威性就会慢慢丧失殆尽，并被民众留下“不可信 ”的刻板印象。 于是，面对一个权威性丧失殆尽的
政府，民众就会觉得其没有亲和力，其掌管的政治权力也不再被视为正当 ，凡是政府说的都“不可信 ”和
凡是政府做的都“不可取”的普遍质疑主义心态就会在民众当中生根 ，出现了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三、政务失信与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矛盾激发的 、具有较多人群参与的、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的
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具有多种形式，如集会游行、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集体静坐请愿、集体阻
塞交通、集体围堵国家机关等等。群体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抗争，但它是局部性、地方性和短
期性的抗争，它并不是要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及其组织机构 ，这一点与革命、暴动和叛乱等整体性、全国
性、长期性的政治抗争显然不同。群体性事件也不同于团伙犯罪，它的发生并不是源于获取财务和攻击
人身的目标导向。虽然群体性事件中也可能会发生某些违法犯罪行为 ，但这些只是诱发性的和派生性
的，并非是本质性的和原生性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是简单的群众纠纷和纯粹的治安事件 ，而是主要指向
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群体性事件还不同于一般的维权运动，它具有很强的无序性、暴
力性、非制度化与非组织化。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客观上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 其一，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
稳定。各种聚众围堵、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等群体性事件会直接干扰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
活秩序，使原来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受到破坏 ，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其二，加大社会成本，浪费社会
资源。群体性事件中常常伴随的是损害公共物品 、造成交通堵塞、工作生产停滞等，这些都极大地浪费
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而且为了预防、处置和化解各类群体性事件，国家和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其三，诱发暴力事件，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群体性事件中常常伴随着恶性暴力
行为，如打、砸、抢、烧，这些会对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损失 。其四，造成心理恐慌，滋生不良心态。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严重影响 ，导致人们的恐惧心理和慌乱情绪。 群体性事件的爆
发还使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受到破坏 ，滋生躁狂、围观、冷漠、憎恨、仇官、仇富和法不责众等不
良心态。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如人们的利益观念和权利意识日益觉醒 、贫富差距的不断
拉大、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人员的贪污腐败、民众利益缺乏表达和实现渠道、公民文化的不发达
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政务失信也会诱发群体性事件。政务失信的泛滥成灾会不断瓦解政府的信
誉和权威，使干群关系和官民关系变得紧张 ，这等于是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炸药包。 例如，近年来发生
的围绕 PX 项目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政务失信引起的 。像 PX 项目这样的重化工项
目，不单单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事情 ，而是关系到当地所有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 。这种项目应该从
讨论立项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相关信息都应该全程公开，让所有的民众都全面了解。 但遗憾的是，从厦
门 PX 项目到宁波 PX 项目，再到昆明 PX 项目，这些地方政府进行的都是不透明的决策，民众的意志和
愿望遭遇“被代表”，广大群众对之基本不知情。正是各地政府对 PX 项目缺乏信息公开的不诚信行为，
才是诱发各地针对 PX 项目的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政务失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般逻辑是 ： 政府人员的政务失信行为使得民众产生对政府的“气 ”，
“
这种 气”的聚合和累积会形成的强大的针对政府的“气场”，“气场 ”的出现使得许多泄愤型群体性事
［8］
件极易出现。按照应星教授的解释，“‘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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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而“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 ”。 政务
失信属于政务人员的失职行为，也是政务人员对行政伦理的严重背离 ，会使得群众对政务人员产生大量
的“气”（ 即气愤、不满、愤恨等负面情绪的组合） 。具体来看： 政务人员制定的政策无法兑现会使群众产
生“气”，政务人员出台的的文件前后矛盾会使群众产生“气”，政务人员实施的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和
形象工程会使群众产生“气”，政务人员的学历造假会使群众产生“气 ”，政务人员的形式主义做法会使
群众产生“气”，政务人员对待群众的“躲、推、拖、哄、骗”态度会使群众产生“气 ”，等等。 这种“气 ”聚合
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气场”。如果政务人员的失信行为，使得群众对其具有强烈的“气 ”，并
形成“气场”，那么针对政府的各种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便会“一触即发”。

四、政务失信与社会诚信危机
社会诚信是指作为整体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诚信状态。 社会诚信作为一个社会的重要特质，它
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诚信和私人领域诚信的有机集合 ，是一个社会中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组织
诚信和个人诚信的综合反映。社会诚信是社会交往的良性润滑剂 ，是促进社会有机团结的有力助手 ，是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机制，它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 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诚信
状况是否良好，主要看诚信是否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及诚信是否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
即人们是否普遍认同诚信的价值标准 ，人们是否会普遍遵守和自觉遵行诚信的要求和规范。 如果在社
会上，许多人认为诚信并不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 ，或者是一种可以灵活运用的相对的价值标准，或者
各种失信现象经常发生和愈演愈烈并长期得不到纠正 ，或者许多人还乐此不彼地赋予各种失信现象以
合法性或者为之寻找合理性证明 ，那么这意味着陷入了社会诚信危机。 社会诚信危机具有严重的社会
危害。它会造成人们之间的普遍不信任 ，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提防和彼此算计 ，真诚的交流和坦诚的
沟通将变成十分困难。社会诚信危机还会滋生机会主义心态 ，促使“老实人吃亏 ”的思想逐渐占据社会
主流，投机主义行为会渐渐泛滥，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会大大下降 。
社会诚信危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中政务诚信的状况 。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
因为政府行为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 、示范和引领作用，正所谓“民以吏为师”。“民以吏
为师”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民众的愚昧 ，也不能理解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吏对社会成
员进行刻意的思想奴化。实际上，“民以吏为师 ”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法则，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如实概
括。它揭示的是： 当政者如果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那么底层民众也会自觉规范
自己的言行，个个都会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 正如孔子早指出的： “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理念。 有一些西方学者就把政府比作一个民族以身示
范的教师。在他们看来，“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范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在以自己的
［10］（ p387）
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
构成政府有机要素的政务人员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可以说是社会
的一面旗帜，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政府行为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具有的导向 、示范和引领作用，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
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先导。政务诚信的实现状况、完善程度和发展水平，对整
个社会的诚信风气有着引导性、示范性和引领性地影响。如果在政府部门中，政务人员都能够有效地履
行自己的职责，切实做到政务诚信，那么即使社会上发生了一些诚信缺失的现象 ，也会很快得到有效遏
制和扭转。如果将社会诚信比作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的话 ，那么政务诚信就是这条河流的源头。 源头
的河水是否清澈，对整条河流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加强
［11］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将政务诚信建设放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首要位
置予以突出和强调。
政务诚信对社会诚信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这反映了政府良善行为对社会积极影响的一面。 但很
多时候，政府中的人员也存在着某些恶行 。政务失信就是政务人员的典型恶行。 如果政务失信现象频
发并得不到及时的治理和矫正，就会严重恶化社会诚信环境，助长社会不道德风气，使社会诚信状况急
剧恶化。近年来，我国社会诚信状况面临窘境，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政务失信行为难辞其咎 。如果仍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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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诚信比作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的话 ，那么普通民众的失信是破坏了水流，而政务失信则是破坏了水
源。政务失信是社会诚信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一方面，它表明作为社会诚信规则的供给者 、维护者和监
管者的政务人员走向道德堕落，这会使社会诚信环境的营造缺乏坚强的保障机制 。另一方面，更可怕的
是，政务失信的泛滥成灾，会成为误导社会成员行为的反面教材 ，致使许多拥有诚信信仰的社会成员放
弃诚信信仰，致使社会上各种失信行为井喷式地出现，导致社会诚信危机。《吕氏春秋 · 贵信 》中对于
政务失信的这种社会危害性早有记载： “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 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
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
在西方社会学中，著名的“破窗理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政务失信与社会诚信危机的关系 。 如果将
社会诚信比作一个房间中的所有窗户 ，那么政务失信就是最先被打破的那扇窗户。 这扇最先被打破的
窗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窗户陆续被打破 。 可见，“破窗理论 ”的潜台词是： 层出
不穷的政务失信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理 ，就隐藏着导致社会诚信危机的巨大危险 。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存在的政务失信现象，蕴含着政治冷漠、“塔西佗陷阱 ”、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诚
信危机这四大风险。要避免这四大风险的出现，就要对政务失信现象进行积极的防治 。 从“防 ”的角度
来看，应加强政务人员的政务诚信教育 ，使得政务人员确立起政务诚信价值观 ； 应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使
得政务工作公开化、透明化； 应将政务诚信作为政务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提升政务人员践行政务
诚信的意义感。从“治”的角度来看，应建立政务失信档案，强化对政务失信的问责； 应加大对政务失信
的惩戒力度，加大政务失信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声誉成本； 应利用大众传媒将政务失信者公之于众 ，
使之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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