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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柱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新修订
的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
定》（以下简称 《规定》） 和新制定的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
果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认真
遵照执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党
内法规，使党内监督的制度笼子越扎
越紧、网络体系越织越密。 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就
是其中一项重要抓手。

“全国因查核发现不如实报告等
问题被暂缓任用或者取消提拔重用
资格、 后备干部人选资格9100多人，
因不如实报告等问题受到处理的共
12.48万人”，中组部日前发布的信息
表明，广大领导干部对个人事项报告
认同度越来越高，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明显增强；这一制度在干部监督管理
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全面从严
管党治吏的一把利器。

此次对《规定》作进一步修订，是
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的现实需要，集中体现了我党推进
“报告工作”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
制度成果 。 比如面对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力度
加大 ，《规定 》对报告对象范围作出了
调整，以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盲区”；
面对就业从业形式多样化、 投资渠道
多元化，《规定》 对报告事项予以进一
步明晰和完善，以避免报告者打“擦边
球”、搞“缺斤少两”、玩“瞒天过海”。新
制定的《办法》则为严肃处理不如实报
告的行为划出了底线，亮出了红线，为
更加有效强化查核结果运用提供了
遵循。

好制度贵在坚决执行 、 落实落
细，否则将导致制度悬空、形同虚设。
要让《规定》和《办法》“长牙生威”，一
方面，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应进一步深
刻认识到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既是检
验党性原则的“试金石”，也是衡量组
织纪律的“铁标尺”，必须在这一工作
中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 另一方面，
各级党委（党组）也将把严格执行这
两项党内法规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使
出监督问责的“杀手锏”，坚持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以确保《规
定》《办法》落地生根、发挥最大效用。

付彪

北京市网信办、公安局、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总队日前联合约谈今
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依法
查处上述网站涉嫌违规提供涉黄内
容，并指出其直播内容、真实身份信
息认证、 处理公众举报等方面存在
重大管理漏洞，责令限期整改。

今日头条是很多手机用户选
择安装的一款新闻客户端 。 据报
道，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今日头条
不定期推送一些直播秀链接，点开
链接进入一个名为 “火山直播”的
“带色”的直播板块。 人们惊讶地发
现 ，原来今日头条的 “吸睛大法 ”，
除了所号称的 “不生产新闻 ，做新
闻的搬运工 ”之外 ，竟然还有这样
低俗的“助攻”。

事实上，今日头条的“搬运工”思
维一直处于争议之中，2014年6月，广

州日报社更是将其推上了被告席。 今
日头条的运作模式是奉行 “拿来主
义”， 只不过对内容进行了 “二次加
工”或附上了“深度链接”，其侵犯版
权的本质却难以“洗白”；它将自己定
位为“新闻的搬运工”，还有一层言外
之意，就是“我们不生产新闻，有什么
问题我们不用负责”。 这显然不符合
新闻内容传播的规律。

今日头条从“做内容”滑向涉黄
被约谈，充分说明作为聚合各方内容
的端口，不仅要尊重著作权人的合法
权益， 还须对传播的内容承担责任。
如果罔顾社会责任， 一味追求变现、
热衷于聚人气，就很容易褪去“道德
底裤”、丧失法律底线，走进依靠低俗
竞争过活的死胡同。

国家对网络传播涉黄“零容忍”
的态度十分明确，互联网企业惟有
坚持内容为王 、清朗发展 ，才能赢
得未来、走得更远。

� � � � 为什么总有美女加你微信 ？
杭州市西湖区警方给我们作出
了最好回答 。日前他们摧毁了一
个以微信交友为诱饵 、合计骗取
他 人 500余 万 元 的 网 络 诈 骗 团
伙 ，抓获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149名 。

诈骗嫌疑人固然可恨，但那些

受害者却难以让人可怜。
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美

女和横财。面对“美女求加微信”，
如果每个人都保持应有警惕 ，守
住“不贪财不恋色，对家庭负责，靠
勤劳致富”的为人原则，骗子的伎
俩就不可能得逞。

图/许昌 文/鹏飞

报告制度升级
凸显“监督网”越织越密

切莫走入低俗竞争死胡同

罗岳平 郭卉

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的统计
数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
吨，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全
国688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
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有1/4城市已
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我国城市每
年因 垃 圾 造 成 的 资 源 损 失 价 值 在
250亿—300亿元。 尤其是在清运不及
时、露天堆沤等恶劣情况下，城市垃圾
容易成为降低城市品质的破坏性因素。
作为环保工作者，笔者认为城市垃圾处
理系统必须走提质改造之路。

垃圾处理，其实是投资回报相对稳
定的行业。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垃
圾产生量也相应增加，城市垃圾处理系
统也就有了充足的“原材料”，可实现稳
定、连续生产。可以说，这一产业和自来
水生产、 污水处理等公益性事业一样，
可以贯穿城市发展的全生命周期。

当然， 城市垃圾处理又具有特殊
性 。垃圾的产生是无序的 ，要使其有
组织地流转到末端处理系统，需要强
大的收集、分类网络支撑。这一点，我

们或可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城市的经
验 ，由政府出面来统一规划 。具体来
说，就是政府用“有形的手”让前端的
收集、分类系统与后端的进厂处理衔
接起来 。目前 ，城市垃圾的进厂处理
已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只需通过总量
的估算，便可决定一座城市是单独建
设还是联合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共同
建设前端的收集 、分类系统 。建设一
个全链条的垃圾综合处理系统，既可
整体招标来确定承担单位，也可两者
分离，按垃圾交易量结算。

构建覆盖全面的城市垃圾处理系
统 ， 还须引进资金雄厚的战略投资
者。大家熟悉的PPP模式，现在多用来
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其
实同样适用于垃圾处理 。过去 ，沿街
捡垃圾使不少“破烂王”发家致富。如
今面对迅猛的城镇化进程，小打小闹
难成气候。必须鼓励有实力的投资者
进军这一领域，为每座城市量身打造
合适的垃圾收集 、分类 、转运和处理
系统。壮大“环境保姆”的力量，或许将
引导我们探索出一条全面破解垃圾
围城困境的新路。

江德斌

“各公寓如发现订餐 、送餐的
同学，将给予该同学寝室断电3日，
如有同学举报订餐、 送餐情况，给
予500元奖励。”大连财经学院日前
发出的这则通知，引来了众多学生
吐槽。

该校出台“举报订餐”办法，乃
是基于 “不允许学生带餐食进公
寓 ”的规定 ，之前因订餐量太大导
致垃圾太多 ，异味也比较大 ，给公
寓卫生管理带来沉重负担。学生则
反映校内现有的四个食堂是和大
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共用 ，席位紧张 ，就餐高峰期人员
很难排到位置，不得已才采取订餐
的方式。

对这个通知，广大网友也表示
“不满意”，认为学生确乎要遵守学
校规章制度， 违反者应予以处罚，

但前提是规章制度应合法合理 。
“给予该同学寝室断电3日”， 不啻
为当代版“连坐制”，显然侵犯了大
学生的合法权益 ；“举报订餐奖励
500元”，分明是鼓励学生互相揭发、
告密，有违社会伦理道德，与新时代
教育理念相悖。事实上，这样一种奖
惩机制也很容易被 “互相举报骗奖
励”等方式“攻破”而陷入困境。

由此可见，各高校在应对管理
难题、制定校纪校规时，追本溯源、
周密考虑方为上策，更不能逾越法
律法规 、社会道德底线 。比如解决
大连财经学院所面临的 “就餐难”
与“搞卫生难”之间的矛盾，还有很
多积极路径 ：增加就餐座椅 ，改善
食堂服务质量， 增派清洁人手，让
勤工俭学的学生进行打扫等等。

方法总比问题多，前提是要合
法合理，关键是要找对路子———高
校治理尤须注意这一点。

“举报订餐”既不合法
也不合理

城市垃圾处理
要来一场提质改造 “美女求加微信”？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