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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兵

腊八，逐疫迎春。这一天，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成为街头
巷尾人们口口相传的重磅“消息”。

黑恶势力严重侵害群众切身
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啃食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坏
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信赖，侵蚀党
的执政基础。扫除黑恶势力是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国
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的重大举措。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乡里、

鱼肉百姓，背后必然有“保护伞”。
现实表明，黑恶势力往往与公职人
员勾结在一起，而一些抵抗力弱的
官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
伞”，甚至通风报信或包庇、纵容违
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力得以长期
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彻底查清和
严惩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 “保护
伞”，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打
早打小， 铲除黑恶势力生存的土
壤，才能除恶务尽。

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
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
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
来， 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

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是这次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明确要求， 表明了
“拍蝇”将作为扫黑除恶的“重中之
重”来抓，对“苍蝇”零容忍，“将治
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
纳入执纪监督和巡视巡察工作内
容”，加大督办力度，与侦办涉黑涉
恶案件结合起来， 做到同步侦办，
让扫黑除恶和整治基层腐败结合
起来，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 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相关监管
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 及早发现

“苍蝇”，及时拍落在地，让黑恶势
力没有了生存空间，才能还那些深
受其害的基层群众以和谐安宁、朗
朗乾坤。

“拍蝇” 是铲除黑恶势力生存
土壤的有效手段，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则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
长久之计。强化乡村等基层党组织
阵地建设，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弱
化、虚化、边缘化等突出问题，对工
作推动不力、有黑不打、有恶不除、
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的要一查到底，严惩不贷，为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

燕农

日前，广东省地税局携手三家银行发
布“银税互动”自然人金融服务项目，面向
自然人纳税人开放，以纳税人连续两年的
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为基础， 个人缴税
多、纳税信用良好，就可以享受到无需担
保的“含金量”更高、更便捷的消费信贷服
务 ：整个贷款流程3分钟线上完成 ，最高
授信额度可达30万元， 用于个人所有合
法合理的消费。

个人信用度与普惠金融、生活便利相
挂钩，近年来已不稀奇。以支付宝为例，芝
麻信用评分作为客观呈现个人信用状况
的综合评分，已经在信用卡、消费金融、租
房、租车、酒店等众多领域开展应用，乃至
于马云说：阿里最骄傲的工作，是证明了
诚信值多少钱。足见个人信用度在“互联
网+”时代的重要性。

某种程度上，实体银行与地方税务部
门携手推出免担保的“信用贷”，可以视为
银行业正面回应互联网企业的同类业务
竞争———实体银行如果不引入基于个人
信用度的消费信贷，最终将流失掉一块信
贷业务。但是，这种竞争也催生一个新现

象， 即个人信用采集不再局限于网上消
费， 还包括了像纳税信用等线下征集，而
个人信用度的有价值使用，也开始在线上
线下全面铺开。

其实 ，在 “互联网+”的经济生活模
式中 ， 已经很难严格区分线上和线下 。
比如，2016年初 ， 广东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推出 “先诊疗后付费 ”服务 ，成为全国
首家信用医院 ；上海某消费金融公司宣
布加入支付宝的 “信用借还 ”活动 ，芝麻
信用达到一定分值 ， 可以在诸如机场 、
火车站、 地铁站、 景区等指定地点免费
借用充电宝、 雨伞应急， 还可享受不超
过2万元的循环贷额度。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在方方面面的信
用积累，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金融和
生活领域，信用度高的人，会基于信用分
值而获得便利，信用度高的人，在诸多领
域都要“高人一等”。这对信用社会和信用
市场的建设无疑是一种强烈助推。

近年来，“信用经济”既是新的经济形
态，也是解决譬如共享单车免押金等新生
事物所带来新问题的突破口。在新的风口
上， 信用度或将成为个人身上最值钱的
“货币”。

毛建国

日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
强调，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增强技术工
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获得感，激发技术
工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华社在报道这则消息时提到，高技
能人才即通常所称的“八级工”等高技术人
员。这勾起了人们对于“八级工”的回忆。在
很多人印象中， 那个时代没有白领蓝领的
说法，很多技术工人以成为“八级工”作为
人生目标，不少人通过努力赢得了尊重。

“八级工”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当
时，为消除工分制的弊端，将工人的技术
等级和工资挂钩， 按照产业分为八级工
制，“八级工”成为了技艺精湛、精工细作
的顶尖工匠的代名词，他们的工资甚至能
超过当时的厂长。虽然“八级工”已经成为
过去时， 但其折射的对劳动者的尊重，一
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流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也需要一流的技能人才。在工业领
域， 正常的人才结构应该是1个科学家、

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人才。科学家、工
程师不足可以引进， 但放眼世界各国，还
没有大规模引进技能人才的先例，只能依
靠自己培养。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
日益壮大、结构日益优化、素质逐步提高
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但无论总量还是比例
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有相当
差距。

高技能人才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说
技能人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高技能人才
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那么要想拥有更多高
技能人才，首先要做的就是吸引更多人成
为技能人才，然后鼓励更多技能人才苦练
本领成为高技能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的不是喊口号，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举
措。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强调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其指向性是十分明确的。

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更多 “八级
工”。当然，是不是恢复“八级工”制度可以
讨论，但“八级工”代表的高技术、高收入
和不低的社会地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
得到继承和发扬。

种种迹象表明， 父母患病
住院期间， 独生子女带薪请假
陪护将不再是奢望。

从全国老龄办2017年全国
“十大老龄新闻”发布活动会传
递出来的信息显示， 到2017年
底，已有黑龙江、福建、河南、湖
北、广东、广西 、海南 、重庆8个
省 (市、自治区 )通过地方立法 ，

出台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
理假制度 。其中 ，广西规定 ，独
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的 ，患
病住院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给
予其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15日
的护理假。护理期间的工资、津
贴、补贴和奖金，其用人单位不
得扣减。

漫画/王铎 文/朴实

“带薪陪床”值得期待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八级工”

信用或将成为最值钱的“货币”让黑恶势力无生存之地

新闻漫画

杨玉龙

根据媒体报道，包括EMS、顺
丰、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百世、
德邦、京东物流、苏宁物流在内的
多家快递企业均表示，今年春节期
间快递业务不打烊。

春节快递不打烊，既能方便消
费者，也能给一些快递员提供增加
收入的机会； 春节快递不打烊，是
互联网经济发展， 市场力量使然。
从民生角度上讲， 快递不打烊，能
够满足公众的多样性需求。 不过，

春节快递不能遗忘“权益”二字。在
快递行业正常运营同时，各方面权
益不能走样。

首先，快递小哥的合法权益要
得到切实保障。快递员辛苦劳作一
年，现如今春节不打烊，意味着一
些快递员在万家团聚之际也要奋
战在工作第一线，尽管业务可能不
会比平时多，但其劳动权益须得到
保障。 比如对于快递企业而言，一
则加班费与工资要依法依规给付
到位；二则也应保障他们的休息权
利，如通过轮休等。

其次， 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据悉，按照惯例，春节期间，部分快
递企业会加收一定的服务费，对此
消费者也理解， 但是在涨价幅度
上，也应把握好“度”，切莫成了“高
不可攀”。因此对于快递企业而言，
设定合法合情合理的涨价幅度是
重要基础；在出现因快递产生的纠
纷时，相关机制不能缺失，不能因
春节让消费者权益受伤。

再者，公众的权益。快递员应
该增强道路安全意识，不能为了图
快，或者为了省事儿，而肆意闯红

灯，或者在路面上无所顾忌地乱闯
乱撞，如此不仅自身不安全，也会
埋下安全事故隐患。快递业务在小
区内也应遵守公序良俗，莫为应急
而扰民。

春节快递不打烊肯定是好现
象。为了让好现象坚持下去，相关
管理部门应发挥好督促和监管职
能，尽量确保邮政、快递企业合理
调配人力、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春
节假期“不休网、不拒收、不积压”，
为公众欢喜过年、快乐购物提供优
质服务。

快递不打烊 权益莫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