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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蔚

继河北、江苏清查整治企业违法违
规使用中频炉、 工频炉冶炼 “地条钢”
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5部门近日联
名要求全国其他省份也进行全面摸底
盘查 ， 全面整治中频炉等落后炼钢产
能。

已存在多年的“地条钢”问题很多，
其一就是缺少安全性。虽然有些企业打
着新工艺的幌子试图给“地条钢”正名，
但权威部门的检验早已证明，“地条钢”
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指标上都不符合国

家标准 。这种钢材用于建筑领域 ，将产
生难以估量的安全隐患。其二，生产“地
条钢 ”的中频炉 、工频炉属于过剩和落
后产能，但由于技术门槛和生产成本都
较低， 反而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如
果任由其生产， 会严重搅乱钢铁市场，
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干扰国家对于化
解钢铁市场过剩产能的整体大局 。其
三 ，生产 “地条钢 ”的大多是小企业 、小
作坊，技术水平、厂房布局、安全意识都
不到位，极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因此，
国家有关部门不止一次地清查 、 整治
“地条钢”。

既然“地条钢”的危害性如此之大，为
何仍在市场呈现卷土重来之势呢？ 背后
的原因也很复杂， 一些地方政府贯彻执
行国家政策不力， 有的产能过剩企业依
然心存侥幸， 对淘汰落后产能态度不坚
决、行动不迅速。尤其是今年10月以来，钢
铁出现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 让少数企
业和市场人士认为不必再继续去产能。

“只有坚定不移化解落后产能，才
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决不能让落后
产能挤占先进产能！”不久前，国务院召
开专门会议，专题调查处理河北安丰钢
铁有限公司和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两省共有一百多人被追
责 。这一举措 ，彰显了中央 “去产能 ”的
坚定决心。

“三去一降一补”，排在首位的就是
“去产能 ”。产能去得怎么样 ，直接关系
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与效率。 正是基
于这样的理解，道阻且长的“去产能”大计
更要抓铁有痕。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摸
底盘查除了发现问题，还要以“黑名单”等
制度将关停工作进行到底，提升公众对落
后产能违规生产的警觉。此外，不妨利用
大数据与遥感技术等，即时监测、高频回
看，严防落后产能死灰复燃。

� � � � 今年12月1日 ， 省委书记
杜家毫在给古丈县牛角山村党
员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课
时强调指出，“衡量基层党组织
强不强，关键看是否干得了事、
解得了难、 拢得了人、 过得了
硬 。”对于古丈而言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前提条件， 是锤炼一支坚强有
力的村干部队伍， 凝聚脱贫攻
坚强大合力。

“干得了事 ”，重在提升工
作能力。 古丈要在农村远程教
育、“e信通”、党建手机报等平台
增设政策专栏， 引导群众学好
党的政策。继续开展惠民、精准
扶贫、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政策落实情况的专项督查 ，
不断提升政策执行能力。 选拔
年轻优秀党员进村干部队伍 ，
定期开展村五大主干培训 ，完
善村干部日常监督考核， 不断
提升工作履职能力。 突出抓好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送党课
进村、 村干部党建知识测试等
工作， 编印农村党建知识小册
子，不断提升党建业务能力。

“解得了难 ”，重在强化担

当作为。继续实施村干部“双带
工程 ”， 突出抓村干部结对帮
扶， 鼓励和支持村干部带头兴
办致富项目， 带领群众发展致
富产业， 强化在加快发展上担
当。完善农村网格化管理，健全
村干部矛盾纠纷定期排查调处
制度， 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
和治安隐患，实行包案调解、限
期解决， 强化在维护稳定上担
当。 突出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建立以村干部为骨干的“道
德评议会”， 规范村规民约，引
领农村社会风尚持续好转。

“拢得了人 ”，重在突出服
务意识。 发挥村级便民服务中
心功能， 对医保报销、 低保申
领、补贴发放、证件办理等民生
事务，指定村干部代办，完善群
众事务代办制度。 建立弱势群
体台账， 督促村干部与空巢老
人、 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员等结
成帮扶对子， 定期上门帮助解
决问题。 推进村干部轮流值班
常态化， 加大对村干部在服务
产业发展、 安全生产、 信访维
稳、 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的督
查考评力度， 提升村干部行动
自觉。

“过得了硬 ”，重在扎紧制
度 “笼子 ”。推进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与 “三会一课 ”、民主评
议党员等制度深度融合。 严格
落实 “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 ，切
实发挥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
委员会作用，加强对村级财务、
土地征用补偿款发放以及扶贫
救灾等工作监督。 落实村干部
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
度，对群众关注的建设工程、强
农惠农资金使用、 集体资产资
源处置等重大事项实行专项审
计，推进“雁过拔毛”专项整治，
确保村干部廉洁履职。

王石川

不得布置超越小学生能力的作业，
严禁学校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 周末、
节日及课余时间成建制补课……近日，
长沙市教育局出台《长沙市减轻小学生
过重课业负担的六项规定(试行)》，对作
息制度 、作业布置 、考试等提出新的要
求。

减负新规一出 ， 势必有人长吁口

气 ，而基于过往观感 ，更多的人恐怕难
言轻松，疑虑大于乐观。此前，全国多地
掀起过一轮轮的减负潮，结果却事与愿
违，有的无疾而终，有的在执行中变形，
更多则是陷入越减越负的怪圈———越
减负担越重，孩子叫苦不迭。

通常状况是，学校不布置书面家庭
作业，家长布置；学校不设特长班，家长
帮孩子报社会上的特长班；学校希望学
生多玩，而家长却强迫学生多学。由“拼

孩子 ”扩大为 “拼家长 ”，这种由显性模
式调整为隐性模式的减负，自然难以让
人满意。

如今，长沙出台的新规较为细致，便
于执行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 ，长沙市的
减负举措还给家长吃了“定心丸”：即“减
负不减质”，学生课业减负，但学习效果
提质。 教育主管部门还向家长喊话：与
其让孩子参加各种名目的培训班，不如
选择陪伴，与孩子一起成长！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有一
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他们显然是面对日
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产生了本能焦虑，害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希望孩子学业有
成 ， 在未来起码能够读个好点的中小
学 ，然后上个较为理想的大学 。这是朴
素的愿望，无可厚非。

长沙市的减负能否最终跳出“越减
越负”的怪圈，还得经受时间的检验。可
以肯定的一点是，要想让减负新规落到
实处并得以制度化，还需从另一方面着
手 ：不能只是一地减负 ，而应在全省范
围内统一减负 ，形成规模效应 。从根本
上说 ，在一个起点公平的环境中 ，减少
乃至杜绝“场外”因素，才能最大程度纾
解家长身上的焦虑感。

� � � � 距离昆明市西郊30公里外
的团结乡花红洞的一个小山头，
这里是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花红洞实验基地所在地。媒体记
者近日暗访时发现，在这片隐蔽
的科研基地高墙内，建设了一个
标准网球馆和一个羽毛球馆，并
且建有拥有数十间房间的高档
招待所、餐厅和茶楼。

花红洞基地原为云南省珍
稀 濒 危 植 物 引 种 繁 育 中 心 ，

2008年 前 后 并 入 云 南 环 科 院
后 ，更为现在的名字 。云南省珍
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曾经
是 “全国环保系统唯一的珍稀
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 ”，但云
南 环 科 院 工 作 人 员 称 ， 自 从
2008年之后 ，这里 “基本没做过
引种繁育工作 ”； 而这些设施 ，
已变成云南环境科学研究院一
些人的 “后花园”。

图文/石向阳

绝不能让落后产能“鸠占鹊巢” 锤炼“四型”村干
加快脱贫攻坚
自治州州委常委、古丈县委书记 杨彦芳

新声

� � � �杨彦芳 通讯员 摄

跳出“越减越负”的怪圈

新闻漫画

科研基地
竟沦为“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