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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榜样是最好的说服，示范是最好的引领。
在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受到表彰， 他们是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学习的楷模。

从“一本手册、一辆单车、一个窗口、一份
责任、一项结对”做群众工作的慈利县高峰土
家族乡党委书记谭本伦， 到义务为常德诗墙
雕刻字模14年的武陵区体育东路社区居民田
工，再到集聚正式党员1064名、入党积极分子
395人的步步高集团党委，他们身在基层最平
凡的岗位，他们的事迹却是共产党人讲政治、
有信念、有担当的生动写照。

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为后人留下
什么， 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回答的深刻
命题。比对典型，学习先进，查找自己身上的
不足，就能更好地分清公与私，衡量轻与重，
排好先与后，多一些奋发进取的自觉，多一些
迎难而上的创新，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写下更生动的时代注脚。

大浪淘沙 ，谁主沉浮 ？沧海横流 ，谁堪
砥柱 ？从苦难到辉煌 ，中国共产党95年风雨
兼程 ，是一条穿越血与火的奋进之路 ；从迷
茫到自强，95年的探索追寻， 更是一条越走
越宽广的光明之路 。正是历史的一再昭示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只有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

湖南是一片深植红色基因的土地，无数为
信仰捐躯 、为理想舍命的革命先烈 ，是我们可
以比对的标杆 。当前 ，湖南正处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
程的跨越阶段。 实现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
需要全省390万共产党员用行动体现信仰 ，用
实干体现担当，需要共产党员真正补足精神之
钙、拨亮信仰之灯、擦亮心灵之镜，需要全省各
级党组织在通往百年梦想的征途上真正发挥
出战斗堡垒作用。

岁逾九秩， 眺望百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
人类的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始终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始
终奋斗在复兴的征程上， 我们就一定能迎来全
面小康，实现百年梦想！

余祖欣

此前，有微博网友贴出了几张山西省孝义
市电子商务领导小组的红头文件。 文件显示，
孝义市给各下属单位下发了“安装绑定农村淘
宝APP”和“商品交易额”的目标任务。文件被晒
出后，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吐槽。孝义官方回应：
已重新下发文件，终止此前文件的执行。

以红头文件下发“任务数”，甚至连同“商
品交易额”一并作出要求，幸得及时整改，否
则各单位叫苦不迭凑任务暂且不论， 只怕不

需时日，便要多出一个阵势上“高歌猛进”、实
际上“冷火秋烟”的别样政绩了。

近些年来，农村电商可谓遍地开花，政府
助推、民间期待，各类乡村站点和专职人员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此同时，这一条网路连
通的也不止于民生和经济一环，党建的促进、
工青妇的参与，每一笔订单之下，往往也意味
着“责任田”内工作成绩的好坏。可以说，农村
电商的走俏， 很大程度还是一块被寄予了诸
多期待的“大蛋糕”，交易额上去了、知名度广
泛了，很有可能成为一块“示范样板”，甚至成

为乡镇乃至县市的“逆袭”法宝。
依靠行政手段加以推广和促进， 其本质和初

衷是良好的，特别是多部门的介入、各种扶持举措
的落实，真能从“纸面上”落实到“台面上”不失为
一桩实事。事实上，当前类似“走过场”的摊派已经
越来越难立足。是虚是实、是好是坏，群众自有定
论， 况且农村电商勾连了最广泛的农村基层，靠
“数字游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若村内网络尚且
没通几家，淘宝销量却连连攀升，这不是咄咄怪事
吗？若自视“摊派解决问题”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要
背负些懒慢作为的负面声誉，实在得不偿失。

农村电商，需要推波助澜之举，但绝不能成
为坐收“政绩”、完成“任务”的工具。热热闹闹的物
流、实实在在的收入，响彻农户家中的淘宝“叮咚”
声和收货拆包的喜悦，这才是百姓所期待的。

高举旗帜 接续奋斗

罗建华

七一前夕，中央再出重拳。6月28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条例》让每位党员头上多了一道“紧
箍”，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又迈出坚实一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我国正处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 这既是党肩负
的历史使命，更是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责
任重于泰山。与之相应，管党治党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有了更高要求。

权力就是责任， 责任就要担当。 现实当
中，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之所以存在党的领导
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
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
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紧紧
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
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开展问责。《条例》规定，对于失职失
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

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其中，既
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同
时指出， 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 分解到组
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这再次释
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和执行。就在6月29日，
省委深改组审议通过了 《湖南省贯彻落实<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
施细则》， 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党政
领导干部进行追责，表明追责问责将越来越具体
化、常态化。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是最新的党内法规，
各级党员干部应该加强学习。 各级党组织都要把
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以“问”促“责”，
以“责”促“行”，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失责必问将成常态

发展农村电商须去“行政泡沫”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段林毅

有理想信念、作风务实。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精神之“钙”。当前我们的理想信念
是什么？远处讲，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终身；近处讲，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党员，要经常问问
自己，党的民生政策经过我们的推动，是否
落到了实处？ 政府的民生资金经过我们的
督促，是否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我们的所
作所为是否符合党员的规范？ 无论职务高
低、能力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工作，就能收
获到快乐，就向合格党员前进了一步。

对党忠诚、甘于奉献。入党誓词中有两
句话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对党忠诚”、“永不
叛党”。做合格党员，要有是非之心。革命战
争年代， 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成为道德模

范。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要努力以道
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要有
平常之心。《道德经》中有两句话，一句是“知
足者富”，另一句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就是最好的诠释。要有奉献之
心。天下父母念叨最多的就是“好好工作”，
入党誓词也有“积极工作”的要求，我们只
有时刻牢记，才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讲规矩、守纪律。前苏联在20万党员时建
国、200万党员时卫国、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
亡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纪律动摇、政
治规矩失守，这样的教训如此惨痛。当前我们
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做合格党
员就是要在“两学一做”中，系统学习党章党
规，始终把规矩纪律挺在前面，推进正风肃纪
走向深入。要通过全省两项专项整治，查处一
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件。 对那些把纪
律和规矩当成“稻草人”、“橡皮泥”，甚至认为
是“聋子的耳朵”的，要及时给予警示和震慑。

敢担当、有作为。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
政治品格， 是党员干部的使命所在、 职责所
系。要在服务全面小康、精准脱贫中有作为，
深入贫困地区， 想方设法改善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要在深化改革、攻坚克难中有作为，
全力推进重点领域突破，争当改革促进派、实
干家；要在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有作为，重
点加快人本化、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社会
化“五化”民政建设；要在开拓进取、敢于创新
中有作为， 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互联网+”战略行动中大显身手。

新声 争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回顾党95年的光辉历程，每一名党员都倍感光荣与自豪。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合格

党员，就应当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标准，从四个方面下足真功夫。

段林毅 通讯员 摄

江德斌

万科要换主了？ 王石即将谢幕？ 这些
天，国内财经领域的重磅新闻，莫过于万科
股权的风起云涌。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 万科堪称国内
企业的典范。有舆论认为，是王石一手塑造
了万科，经过多次改革，摒弃多元化道路，
为其奠定下房地产专业化基础， 并成长为
行业龙头。但在宝能争夺万科控股权时，万
科团队对资本的合法收购采取傲慢排斥的
态度，多少是有些不明智的。

目前来看，宝能作为“野蛮人”敲门万科，
都是按照合法程序走。那么，如果王石被“罢

免”从万科出局，公众或许不认可，却也要尊
重投资人的权利。 至于此后的万科会走向何
方，能否保持住现在的治理水平，则要看资本
未来的决策。这样的结局，虽然看似有些残酷，
却是资本市场的常态，也是公司兴衰的规律，
对后来者则是警钟，不要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宝万之争，还远谈不上落幕。城头换上谁
的旗号并不重要， 到是其中的教训和问题不
能淡忘：一则，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该
如何界定？二则，我们尊重资本，同样也应尊
重企业家。企业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资源，这
是任何发达的市场都不可或缺的。三则，作为
小股东和公众，在评价宝万之争时，不应让情
绪裹挟理性，拿花边新闻来质疑人格。

“宝万之争”，请尊重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