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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姜伟

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在2019年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
是否对党忠诚”“忠诚和信仰是具体
的、实践的”。面对“对谁忠诚”“怎么
体现忠诚”“靠什么支撑忠诚”的“忠
诚三问”，基层青年干部该怎样书写
青春答卷？

至简、至真、至纯。至简，就是当
好革命的螺丝钉， 老老实实干事创
业、踏踏实实服务群众、心无旁骛谋
发展； 至真就是保持平常心态和宽
广胸襟，正确看待苦与乐、进与退、
得与失的关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
干工作，以修炼“小我”成就“大我”；
至纯就是守好底线，保持本色，净化
工作圈 、 生活圈和
朋友圈 ， 做到干干
净净做人。

忠诚不是喊出
来的，干得好不好 、
行得正不正 ， 组织
和 群 众 都 能 看 得
见 。 一线历练不是
纸上谈兵 ， 来不得
半点虚头巴脑的东
西 ， 需要对人民的
赤诚之心和甩开膀
子真刀真枪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身处基层一线，岗位与
群众更近了，职责更加多元了，环境
更加复杂了， 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变。 青年干部
只有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才
能找到自身的“存在感”。而且，越是
困难大、矛盾多、环境差的地方，越
能磨砺品质、增长才干，也越能显出
一个人的忠诚与担当。 年轻干部勇
于到基层“墩苗”、接受考验，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多出实招、多
干实事， 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心和温暖；敢于当“热锅上的
蚂蚁”， 到矛盾交织和利益冲突中，
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去磨砺自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青年干部忠诚担当，青春
中国其道大光，前途必定不可限量。

换个“马甲”涨价近11倍
救命药岂能如此任性

据《工人日报》报道，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的 “急救药 ”硝酸甘油价格疯涨 ，从过去的
100片16元 ，到如今15片25.7元 ，每片涨价近
11倍。不过换个“马甲”，何以能涨价近11倍？

不可否认，由于硝酸甘油比较特殊，为了
保存需要， 药企改变瓶装规格， 算是事出有
因。换包装换生产线，增加成本是必然的，售
价上有所变动，也可以理解。不是要求药品不
能涨价， 但恶性疯涨不是所谓增加成本能解
释的。2012年1月执行的 《药品差比价规则 》
中明令禁止药品借改名称或换包装涨价 ，但
药企常常投机取巧以新药来申报或定价 ，让
规则在执行中大打折扣。相关部门应深入调
查核实 ，毕竟事关生命 ，不能任由药企为所
欲为。

文/丁家发 图/王成喜

以青春之我 写忠诚答卷

戴先任

在诚信建设过程中，各地积极创
新惩戒手段， 曝光失信行为，“老赖”
无处可藏，百姓拍手称快。在失信者
受罚的同时， 更要让守信者受益。国
家发改委6月3日公布一份征求意见
稿，拟对模范践行诚实守信个人联合
激励，可以享受城市落户优先或加分
便利等15项激励。这，无疑来得恰到
好处。

过去，“守信者吃亏、 失信者得
益”的说法频繁出现，失信成本保持
低位，社会对于给予守信个人激励的

呼声较大。其实，已有一些地方进行
了尝试，如“信用就医”、为守信者创
新创业提供便利、 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进出公园给予优惠等等。但那些
只是地方规定，辐射范围有限，能起
到的作用有限。此次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征求意见稿，拟对模范践行诚实守
信个人联合激励， 是一种 “全面激
励”，让“诚信”成为每个企业和个人
的“可变现资产”，是在全社会形成对
诚信的正向激励，利于形成良好的社

会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激励对象名

单是动态调控的，一旦发现联合激励
对象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将会立
即从联合激励对象名单中撤出，并通
报名单报送地方或部门，取消享受联
合激励政策资格，停止对其实施守信
联合激励措施。 而建立异议投诉机
制，当公众发现信息不实或不应当被
列为联合激励对象的，可提出异议投
诉， 经核实后及时修改调整名单。动

态调控及调动社会监督力量，来避免
失信者浑水摸鱼、沐猴而冠。只有确
保联合激励对象准确无误，保证联合
激励措施的严肃性、公正性，才能达
到预期效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非一日之
功。有惩罚，也有激励；有顶层设计，
还看基层落地 。各领域 、各地区 、各
行业严抓落实、形成合力，做好政策
衔接、 上下对称， 用实际作为消除
“信息孤岛”、完善奖惩机制，才能真
正做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让守信
者处处受益， 共同塑造诚信的社会
氛围。

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饶思锐

中部要崛起，人才是关键。放眼
中部各省，各具优势，人才多寡与优
劣就显得至关重要。 谁能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 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然而， 有些地方和单位的用人
观念仍然狭隘， 在选贤任能中戴着
有色眼镜。 比如， 有的单位缺乏开
放、包容的理念，选才问远近、用人
论亲疏， 不能做到本地人才与外来
人才同等对待， 甚至认为外来人才
会挤占本地、本单位资源，频频以地
域、学校、部门、行业、身份等为外来
人才设置就业壁垒。 这种引才用人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
客者逐”的做法，看似维护了本地、
本单位、本部门的眼前利益，却不利
于人才的集聚和竞争， 还助长了拉
帮结派之风， 最终损害的必是长远
利益。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
匮。人才作为一种资源，其合理流动
的过程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地方的人才政策导向、 单位的用人

观念等， 无一不是影响市场配置人
才资源的重要因素。单位择才、良禽
择木， 用人单位与人才其实是双向
选择的。如果用人单位不拘一格，实
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 就能提高自己的市场竞
争力、 资源吸引力， 从而吸引到更
多、更优质的人才加盟。相反，如果
用人单位戴着有色眼镜， 不突出品
德、能力、业绩导向，而是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是举；或是用
一把尺子量人才， 总以老眼光审视
新人才，对跨界人才、“斜杠青年”等
多面手视而不见； 又或是充满傲慢
与偏见，只重视引进、服务好高层次
人才， 而忽略一般人才的引进和培
育，则难免会在人才市场中“吃瘪”。

“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湖南
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 就必须要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
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
置人才，打破各种桎梏，不拘一格广
开进贤之路， 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选贤任能莫戴有色眼镜

陈守湖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揽“四个伟大”作出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上
的重要讲话，是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向
全党发出的政治动员令，为广大党员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确立了历史坐
标。当前，最重要的是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

扎扎实实的主题教育成效从何

而来？一方面，须自始至终坚持一个
“对”字，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时
时刻刻自觉对表对标，增强学习教育
的针对性、实效性。另一方面，须不折
不扣地坚持一个“改”字，找准问题，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改出实效。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将“对”
与“改”贯穿始终，主题教育就能取得
坚实的成果。

坚持一个“对”字，就是要不忘初
心、对表对标。“只有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
永远年轻”。初心和使命不是抽象的，
它体现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思想和
行动中。自觉对表对标，才能想得清、

行得正 、立得住 。思想是否偏移 ，需
要 “对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最
核心的内容。 行动得不得当， 需要
“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人前进的根本动力， 亦是一切行动
的旨归 。不忘初心 ，对表对标 ，才能
不畏浮云遮望眼， 向着远大理想永
不停歇。

坚持一个“改”字，就是要找准差
距、力抓落实。理论学习上是否有收
获，思想政治上是否受洗礼，干事创
业上是否敢担当，为民服务上是否解
难题，清正廉洁上是否作表率，人民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主题教育
中，不仅要自我改、自觉改，更要从制
度上确保改、改到位。刀刃向内、自我
革命，刮骨疗伤、坚忍不拔，既要强调
主体责任的自律，又要强化制度监督
的他律， 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查找问题抓铁有痕，推进
整改踏石留印。找准差距，力抓落实，
才能沉舟侧畔千帆过，向着既定目标
笃定前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思想
上的一次总体教育，是灵魂上的一次
总体净化， 是作风上的一次总体检
视，是行动上的一次总体规范。

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