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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廷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
他强调 ， 很多重大改革已经进入推进落实的
关键时期 ， 改革任务越是繁重 ， 越要把稳方
向 、突出实效 、全力攻坚 ，通过改革有效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 坚定不移推动落
实重大改革举措。

当前， 全面深化改革可谓 “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群众最期盼的是解决实
际问题，最担心的是形式主义等“四风”顽症难
除。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树立了为基层松绑
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

改革开放40余年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在新的改革阶段，干部必须盯住改革的
痛点、难点、堵点集中发力，更多地抓落实、见成
效，不能被不必要的形式“绑住”。为基层减负，
并不是减少本职工作、降低工作质量、减轻工作
责任，要减的是过度且无谓的检查、考核、督查
内容。要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让他们从文山
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把时间
和精力集中起来用在实干上，全力攻坚出实效。
这是对形式主义问题的宣战， 目的是为全面深
化改革扫清障碍。

解决基层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问题， 是一

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大
局。毋庸讳言，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还
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改革进程中， 有把改革落实
等同于开开会、发发文件的，有制定的改革方案
空话套话多、 有效举措少的， 还有推动改革搞
“一刀切”“一阵风”的……要让干部在改革进程
中轻装上阵，必须压实政治任务，逐项呼应、逐
条落实。只有切实解决重“痕”不重“绩”、留“迹”
不留“心”的现象，才能更好地激励广大干部崇
尚实干、担当作为。

让基层干部体验到“松绑”的获得感、更好
激发起干事的自主性， 让更多坚定不移推动落
实重大改革举措的干部脱颖而出， 我们就一定
能创造更多新时代光辉业绩、发展奇迹。

韩浩月

长年在上海街头捡垃圾的流浪者沈
巍，最近成为网络红人：与衣衫褴褛、不
重仪表的外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见
识过人、出口成章。随着几条短视频被广
泛转发，他被赋予了“流浪大师”称谓。一
些网络主播纷纷前往探访， 引来警察维
持秩序，“流浪大师” 一时拥有了明星般
的待遇。

沈巍谈四书五经、评社会时事，的确
表达流畅、见解不俗。但大多数网友与主
播追捧他，似乎并非奔着他“满腹诗书”
去的。如果不是拾荒者的形象，以及曾是
公务员等的传奇经历， 沈巍与经受过大
学教育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 他们与
其说钦佩沈巍的才华， 不如说是被他内
在与外在的强烈反差所吸引。

在围观者看来，沈巍是文化人。人们
对于文化人常常抱有一种美好却不乏虚
幻的想象———在传统认知中， 文化人只

有在合适的位置上做合适的事情， 才能
满足公众长久以来对于“重视文化”这件
事的高期待值。 一旦文化人的形象与人
们的想象不匹配，说了或做了什么“惊世
骇俗”的事，舆论便一片哗然。和北大才
子卖猪肉、 名校高材生回农村养鸡轰动
全国的大新闻一样， 沈巍不过是最新的
一个例子。

其实， 沈巍只想坚持自己的生活方
式 ，清净 、平淡地活着 ，他冷峻看待 “走
红”，对被网络直播们包围感到很无奈。在
沈巍被围观、 被追捧而形成的热烈氛围
里，其实暗藏着一种矛盾情绪：一方面人
们重视子女教育， 以其考入名校为荣；另
一方面“知识无用论”又不时泛起。这种矛
盾，始终在人们内心深处不停冲突，每当
出现类似沈巍这样的人物，这种长久冲突
制造的焦虑感便会得到一次释放。

真重视文化， 不如还沈巍一个清净，
转而自己多读些书，努力提升思考与表达
能力，就不会对“流浪大师”大惊小怪了。

宋明月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3月20日启动个体
工商户“秒批”改革：将个体户设立由原来
的2个工作日压缩至符合条件即时审批通
过，同步建立“秒批”与后续监管闭环，助
力实现登记效率与质量的“双提升”。

行政审批是政府调控经济、 管理社
会事务的重要手段， 审批的速度及便利
度也是评判一个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重
要指标。近年来，营商环境日渐成为新一
轮城市竞争的焦点， 世界各国及地方政
府无不把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作为促进
经济发展的制胜法宝。 拿企业开办审批
时间来看 ，新西兰用时0.5天 ，我国香港
地区用时1.5天。但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
而言， 企业开办行政审批时间还是比较
长的。

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行政审批
事项滞后已经成为改革发展的 “绊脚
石”，限制了经济发展活力。要营造一流
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尤为关键的是加快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审批速度效率。

当前， 行政审批改革在全国各地开

展得如火如荼， 如何以更大勇气和力度
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加快管理变
革。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大幅度减
少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真正放出动力和活力、管出公平和秩
序、服务出便利和品质；另一方面，要加
快效率变革。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整合资源、再造流程、集成数据，推
进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全面
实现行政审批高效、快捷，更大力度便民
惠企。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势必会让
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出现新的障碍。
因此，相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提高认识，
从城市发展大局出发，服从职能调整，以
企业需求为导向，再造政务服务流程，让
行政审批手续的办理速度 “跑” 起来、
“快”起来。

从某种意义来说， 行政审批速度决
定城市发展高度。深圳以“秒”为单位计
量行政审批时限，不仅跑出了审批“加速
度”，更有效提升了城市“软实力”，有利
于其获得更多投资资源， 值得全国各地
学习推广。

吴学安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
（园长）负责制，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
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
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
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校长陪餐”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
发了公众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很多人对此拍
手称赞。近年来，不少危及学生食品安全的案件

被曝光，追根溯源，在于有些地方落实中小学幼
儿园食品安全责任制还不够到位。推行校长（园
长）陪餐制，让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
餐，有助于倒逼管理者强化责任和风险意识，加
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监管， 不失为保障校园
食品安全设置了一道有力屏障。

实施校长（园长）陪餐制，有助于整治校园
食品安全问题迈向规范化、法治化，值得肯定。
不过，如果缺乏必要的细化举措、刚性的考核机
制，这项创新制度也容易流于形式。一方面，“陪
餐制”的有效性需要通过常态化的运转来实现。
应构建防止相关责任人开小灶、坐单桌、搞加餐

的监督机制，不让好的制度因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变形；另一方面，除了校内实行“陪餐制”，还
应将管理触角延伸至校外培训机构， 让每一个
学生在求学处都能得到安全餐食保障。

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
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 实行校长 (园
长) 陪餐制从表面看是给学校负责人增加了监
管压力， 其深层次目的是要切断学校和食堂之
间的不正当利益关联， 保证校园食品从生产到
食用的全过程都经得起追溯。

总而言之，只有让学校和食堂回归“监督与
被监督” 的本位， 加大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力
度， 推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进一步
完善升级，实现校园食品安全良性互动，方能让
学生开心、家长放心、社会舒心。

与其追捧“流浪大师”
不如自己多读书

行政审批速度
就当按“秒”计量

轻装上阵，方能干出实效

“陪餐制”行稳致远需要细化举措

睡好觉，才有好生活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调查数据显

示，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成年人失
眠发生率高达38.2%，6成以上青少年儿童
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

当今中国正在加速发展，人们的工作、
学习、生活节奏加快在所难免，压力大也属
正常现象。不过，从医学角度看，睡眠不足
会有损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必须引起全
社会的高度重视。

关注健康从关注睡眠开始， 相关部门
应当加大宣传力度， 让大家意识到透支睡
眠势必会给身心健康埋下隐患。此外，还应
综合施策，倡导“慢生活”理念，引导公众科
学调节睡眠， 推动构建健康为本的新型生
活方式。 文/唐卫毅 图/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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