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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果

日前，中办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各部
门改进督查检查考核办法，不能简单以留痕多
少评判工作好坏。 这为我们科学进行痕迹管
理、不搞痕迹主义提供了依循。

所谓痕迹管理，是在各种管理工作过程中
不留间隙或空白、 死角的缜密的工作记录，包
括交接班记录等。实行痕迹管理的最大优点在
于可以有效复原已经发生了的生产经营活动，
可供日后查证，作为评判工作好坏、实施奖惩
的依据。 由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显著优
势，痕迹管理已是各级党政机关重要的管理手
段。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痕迹管理的成效

就在于一个“实”字，即求实干、实绩、实效，有
所选择地、精准地、不重复地留痕迹。实行高质
量的痕迹管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互联网+”
政务平台建设，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
高效、高质、精准、动态、科学的痕迹管理，极大
提升行政效能。

但是，痕迹管理如果不能做到求真务实、实
事求是，如果过分强调或夸大痕迹的作用，偏离
或脱离实际内容，仅在痕迹上做文章，就会使痕
迹管理蜕变成“痕迹主义”。马克思讲：“如果形
式不是内容的形式，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眼下，一些地方和单位动辄提痕迹管理，做
任何事情，都要求留下痕迹，把留痕迹当成主要
工作，把痕迹作为体现工作实绩的主要依据。直

接导致的结果是，一些基层干部从早到晚，精力
和时间都用到了制作“痕迹资料”的工作上面去
了，根本没有时间去脚踏实地倾听民心、了解民
情、收集民意、解决群众的困难。

要科学运用痕迹管理，避免“痕迹主义”，
一是要有所选择，尽量简约，要求留下痕迹的
必须在关键环节、重要部位。二是多倾听一线
工作者的意见，“痕迹”有没有必要？是否起到
实际作用？会不会影响主体工作？经过认真调
查、科学论证后就不会盲目下达痕迹指标了。

眼下， 全面脱贫攻坚正进入关键时期，各
种脱贫验收工作势必有序展开。 检查验收，应
该正确理解和运用痕迹管理，循名责实，不搞
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痕迹主义。

丁家发

如火如荼的扶贫产业正给贫困地区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记者调研发现，
一些地方在发展扶贫产业过程中刮起了
“人情风”：地方干部以“人情”或者帮助扩
大品牌的名义，向前来学习、考察、调研的
有关人员赠送“扶贫特色产品”，让正处于
起步阶段的扶贫产业承受着不可承受之
重。

诚然， 扶贫产业项目在创业初期，采
用“试用”“送礼”等手法推广产品和扩大
品牌知名度无可厚非。 但越来越变味的
“人情送礼”行为，已成为扶贫产业的沉重
负担。 某国家级贫困县一家制茶企业在
2017年建成投产后共产茶1500公斤左右，
而“人情往来”就送掉了500公斤左右，占
到该制茶企业产茶量的三分之一。

扶贫产业的人情损耗有很多现实因
素。一方面扶贫产业负责人或村干部们有
担心，上级部门来人参观、考察，没有一点
“表示”的话，会让上面的人不高兴，以后
在扶贫项目配套和支持上有可能会遇到
麻烦。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和有关人
员去贫困地区考察 、参观 、学习 ，也非常

“关注”当地的土特产。他们往往以玩笑的
方式提出要求，扶贫产业负责人或村干部
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少量的人情往来， 地方尚可承受。而
面对一拨又一拨来参观、 考察的人员，送
往迎来就会成为不小的支出了。日积月累
就会“消耗”很大一部分扶贫产业的收益，
甚至毁掉好不容易扶持起来的扶贫产业
项目。因此，扶贫产业“人情风”必须引起
重视。 叫停和整治这股“人情风”，政府有
关部门应严格控制对扶贫项目的考察、参
观或学习， 不给巧立名目者可乘之机，尽
量减少对贫困地区和扶贫产业的“骚扰”；
领导干部也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杜绝在
贫困地区考察调研过程中收受土特产等
礼品。对于敢于收受者予以严肃问责和党
纪政纪处分，以儆效尤。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各种考察验
收少不了。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在考察调
研扶贫工作中，要把不拿扶贫项目“一针
一线”作为基本遵循；要抱着方正之心去
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想办法解决当地扶贫
攻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帮助和支持扶贫
产业做大做强。 惟其如此，“人情损耗”才
不会毁了扶贫产业。

苑广阔

近日，一则关于苏州西园寺主动申请
退出国家4A级景区的消息走红网络 。记
者了解到， 西园寺于今年6月向上级部门
提出退出4A级景区申请，当月已完成“摘
牌”。西园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西园
寺将考虑免费向游客开放。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
并且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热点事件，就是因
为在全国很多地方的景区都想方设法创
建A级景区，或者是从低级别景区向高级
别景区创建的大背景下，苏州西园寺景区
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提出申请退出国家
4A级景区，并且得到了批准“成功”摘牌。

按照西园寺有关负责人的说法，西园
寺景区的主体是一座寺庙，而寺庙的基本
功能是培养佛教人才，过于喧闹的景区环
境不符合清静庄严的寺庙的特点。与此同
时，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西园寺每年接
待的香客主要来自本地，以参观为目的到

此的游客逐年减少。鉴于这两个方面的原
因， 所以景区才做出了退出4A级景区的
决定。

争上A级景区是各地旅游景点的普
遍心态，因为高A级景区不仅意味着景区
更高的品位和内涵，还意味着可以堂而皇
之地提高门票价格。然而，每个景区的建
设都要有自己的目标指向，过于商业化的
追求也有悖于服务民众的“初心”。从目前
国内多数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过于商业
化，甚至屡屡被曝光存在利用祈福、烧香
活动欺骗游客、 牟取暴利的事实来看，西
园寺的做法好比是浮躁风气中的一股清
流。西园寺景区在退出4A级景区之前，已
经把门票从原来的20元一张降低为5元一
张，这样的票价堪称低廉。退出4A景区之
后，该寺庙并没有把门锁起来，拒绝普通
市民和游客入内，而且还有免费开放的计
划。所有这些说明西园寺有着很清醒的认
识，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追求的是什
么，没有必要奔着“流量”而去。

别让“人情损耗”毁了扶贫产业

景区主动退出“4A”
是浮躁风气中的清流

要痕迹管理，不要“痕迹主义”

江德斌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发布 《农村集贸市场
调查体验报告》。调查体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
农村集贸市场实地体验评价得分只有67.12分，
处于及格水平。体验员发现，由于农村集贸市场
在质量管控、卫生安全、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
诸多不足，假冒伪劣、三无产品、过期食品、缺斤
短两以及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多发。

近年来，随着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
逐步提升，商场、连锁超市等正规卖场的普及，

监管部门对市场的整顿力度加强，消费者维权
行为增加等因素影响，城市里制贩假货现象有
所改善。由于在城市里的违法成本提高，制假
售假者于是开始转移阵地， 将假货搬到网上，
将销售渠道下沉到乡村市场。

相对于城市， 农村集贸市场分散零乱，缺
乏足够的监管力量和鉴别技术，有效监管难以
实现全面覆盖， 给售假者留下了生存空间。而
农民对品牌的辨识力有限，容易被各种“山寨”
品牌蒙骗，加之消费水平较低，倾向于购买廉
价产品，农村就俨然成为不良商家倾销伪劣产

品的“乐土”。
对此，我们要大声说“不”！农民虽然消费

力较低，对廉价产品的需求较为旺盛，但廉价
不等于假冒伪劣，农村居民购买商品的权利是
平等的。商家同样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能用
假货去欺瞒农民。同时，在消费升级的社会大
背景下，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提高，对品牌和
质量的要求也会提升，农村市场也将面临消费
升级。商家应认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早调
转方向，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以适应
时代潮流。 监管部门也要适时改变打假策略，
将农村市场列为打假重点区域，采取严打措施
予以治理，对售假商家依法予以重处，让伪劣
商品没有生存空间。

不能让农村成为伪劣商品的“乐土”

108平方米回迁房
一半被“公摊”
据中国之声报道，黑龙江哈尔

滨市棚改安置小区东直家园的回
迁户反映，他们的回迁房部分房屋
公摊面积超级大，一套建筑面积为
108平方米的回迁房， 使用面积只
有54平方米，公摊面积的比率高达
50%。近年来，围绕公摊面积比例的
争议屡见不鲜，但是如此高的比例
还是让人瞠目结舌。关于商品房公
摊面积的合法性和尺度，该有个明
确的说法了。

画/王铎 文/杜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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