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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灿辉

近日，城步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派员到该县蒋坊乡柳林村，回访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53岁党员王
明赞，鼓励其振作精神、积极有为。
今年以来，邵阳市纪委监委专门出
台“暖心行动”实施方案，全市370
名纪检监察干部组成82个“暖心回
访小组”，分别与732名受处分处理
党员干部见面谈心。一些受过党纪
政务处分的党员干部在组织的关
爱帮助下，实现了从“有错干部”向
“有为干部”的转变。

对待犯错受处分的干部，最好
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

去年5月，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
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有错必
纠、有过必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早发现早纠正，对失误错误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 帮助干部汲取教
训、改进提高，让他们放下包袱、轻
装上阵”。

“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
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纪律
面前一律平等， 党内不允许有不受
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毫无疑问，
不论涉及到谁，不管事情大小，党员
干部只要违纪违规， 就必须受到相
应党纪政纪处分。但处分不是目的，
既是为了让其明纪律、知敬畏、守规

矩，也是为了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不贵于无过 ， 而贵于能改

过。”可见，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一错再错、不知悔改、不肯悔改。党
员干部在犯错受处理、处分后，更应
当“知耻而后勇”，既要反躬自省、改
正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也要
洗净灰尘再出发， 继续把精力投入
到干事创业中， 用实干和实绩重新
赢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完成 “有
错”到“有为”的转变。

严管厚爱、刚柔相济，才是执纪
之道。让“跌倒者”重新“站起来”，让
“有错者”变“有为者”，需组织对他们
“不离不弃”。 纪检监察机关要正确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好“后

半篇文章”，对“有错干部”主动担负
起教育挽救责任，让他们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重获群众支持拥护。

最近，省委正式出台《关于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
办法（试行）》，旨在树立鼓励改革创
新的鲜明导向、 倡导敢于担当的良
好风气、营造积极作为的舆论氛围。
它既旗帜鲜明传递出替敢为者 “兜
底”、为改革创新者“撑腰”的导向，
又为“无心之错”厘清了边界。对于
“有错干部”来说，因错受处分成为
过去，只要自己真正认错改错，不忘
初心， 用自己的学识和热情贡献社
会，干出实绩，就一定能得到组织的
认可、人民群众的认同。

段官敬

几天前，一位在外地乡镇上班的好
友向笔者抱怨， 最近搞材料特别忙，上
级检查组要求准备5年来的实施方案 、
工作制度 、工作总结等台账 ，以便对该
乡镇5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进行评
估。好友解释 :“工作早就做了，但台账还
得补。不补，是工作没做好；补，很明显是
形式主义。”笔者听后，也是一脸懵。检查
5年来的台账，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如此
“翻旧账”是否真有必要？

过去的已然成为过去， 工作中的得
失、经验和教训，该总结的早已总结了、
该汲取的也该记下了。按理，眼前工作才
是重点， 当下群众的期盼才是关键。由
此，考核的镜头要聚焦在“正在做的事”
和“将要做的事”，而不是停留在计较“已
做完的事”。何况，现在的成就是建立在
以前付出的基础上， 就算想知道之前干
得怎样、做得如何，也该到群众身边和施
工现场去听去看。

拿工作台账本身来说，基层每年都要
完成一次乃至多次检查和材料上报，从这
点来看，上级理应对基层每一年的材料和
情况熟悉才是，动不动再来一次全面“翻
旧账”，岂不是重复折腾、多此一举，同时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平时上级部门对基层的
情况疏于了解，对下级辛辛苦苦准备的工
作汇报、总结没当一回事。任务来了，就一
纸通知、一通电话，让基层突击准备。

此外，查看5年前的台账又有多少经
得起推敲？ 动辄将检查材料范围人为扩
大边界、拉长时间跨度，下级只能以临时
补救的方式回应，“3天干完5年的活”，加
班加点打印、装订。这不是形式主义又是
什么？

诚然，现实工作中有些检查涉及的领
域的确需要“翻旧账”，诸如扶贫项目、涉
农资金、补贴救助等特定业务事项，刨根
问底有利于查处腐败、追本溯源。但平时
的常规办事、惯例工作，以及按照要求已
上报过、检查过了的，就无须“翻旧账”。否
则，只能让基层陷入补材料、制造“痕迹”
的事务之中。

工作检查崇实唯实才是根本，“翻旧
账”要谨慎研判，不能一窝蜂、拍脑袋坐等
基层提供数据、整理清单，尤其要区分不
同工作、不同领域，因实际情况而厘定检
查范围、时间跨度、事项内容等，对于不需
要“佐证”、现场就能得到答案的，尽量走出
办公室，到基层一线去印证。否则，那些压
力之下“人工合成”的“精装版”，查了也没
意义，只会浪费公帑，烦扰基层。

罗志华

推行垃圾强制分类，让各种垃圾分类
“神器”横空出世，包括垃圾处理器、刷脸垃
圾桶等，以降低分类投放难度。有电商平
台的数据证实，7月1日至7日， 垃圾处理器
在北京的销量同比增长436%。

面对垃圾强制分类的趋势，垃圾到底
怎么分、投放难度怎么降低等问题，是很
多居民面临的必答难题。为此，一些设备
生产商看到了商机，他们迅速生产上市多
款垃圾分类“神器”，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可
以说，各种垃圾分类“神器”是市场迅速反
应的结果。

但这些产品的质量是否有保障、能否
成为居民分类垃圾的好帮手， 还充满疑
问。不少人在试用时发现，分类“神器”对于
部分垃圾可以准确识别，但对于有些垃圾
识别不出， 甚至会出现识别错误等现象。
总体而言，这些“神器”对居民有一定的帮
助作用，但性能还不算可靠，只能作为参
考，还不能依赖它来分类。

严格说， 短期内就应景式推出这些
“神器”，没有经过周密规划和精心设计，这

些垃圾分类“神器”还存在一些瑕疵，这完
全可以理解。必须看到，利用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来帮助居民分类垃圾，这条发展思
路是正确的，看待垃圾分类“神器”不能急
功近利，因眼前的不完美而否定其存在的
价值。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说不定哪一
天，垃圾分类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
品，就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不急功近利， 更要把准这类新型产
品的研发方向。目前，市面上出现的一类
垃圾处理器， 可把厨余垃圾打碎处理后
直接排入下水道， 这种设备虽然能够缓
解居民处理厨余垃圾的难题， 但很容易
导致下水道堵塞等新问题， 还会增加城
市污水处理压力。要知道，打碎并冲走垃
圾，这并不是垃圾分类，而是转移了垃圾
处理的难题。此外，垃圾是“放错了地方
的资源”，厨余垃圾经处理后可以变成有
机肥，打碎冲走这类做法，其实是在浪费
资源。

垃圾分类“神器”虽然尚待进步，但具
有成为居民好帮手的潜力，应该宽容乐观
看待。假以时日，这些产品会逐渐精细，为
垃圾分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山东省某县级市行政审批
服务大厅 ,窗口工作人员跑着去厕
所的场景并不鲜见。该行政审批服
务局负责人解释 :“现在窗口工作
人员只有3分钟上厕所时间 , 有的
要跑着去。”该负责人介绍 ,当初空
岗时间定为5分钟 , 基于两方面考
虑:一是不能空岗太久,不能让办事
群众等待时间太长；二是让工作人
员上厕所时间相对从容一些。但上

级出台规定只能定3分钟，遂改之。
“不能让办事群众等待时间太

长”，出发点没有问题 ，但是限定3
分钟上厕所时间的做法显然有点
过，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对群众服
务态度好，让群众办事满意 ，其实
并不是这几分钟的问题。真要考虑
时间空白点 ， 应该可以使出更高
明、更具人性化的招来的。

图/闵汝明 文/云华

戴先任

根据社会消防技术服务
管理规定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须配备注册 消 防 工 程 师 。然
而 ，有媒体调查发现 ，当前很
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只见证
件不见人 ，存在 “影子消防工
程师 ”现象 。消防工程师证件
甚至形成了一条挂证 、 用证 、
线上线下牵线搭桥的黑色产
业链。

只见证件不见人的 “挂证”
现象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不仅是
有“影子消防工程师”，还有“影
子药师”“影子导游”“影子电气
工程师”“影子建造师”……“挂
证”行业形成利益链 ，比如 “影
子消防工程师” 挂证年入数万
元， 很多考生考取消防工程师
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书注册到
消防类企业换取一笔挂靠费 ，
人不用去上班。为了逃避监管，
持证者进行跨省挂证。

对于挂证者来说 ，不用上
班 ，就能年入数万 ，这样的生
意自然划算 ；对于挂证单位来
说 ， 如果全职聘请消防工程

师 ，一名消防工程师的 “市场
价 ”是年薪二三十万元 ，而找
人挂证 ， 只需要区区数万 ，所
以一些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往
往只有一两个全职带证上岗
的消防工程师 ， 其他的都是
“影子消防工程师 ”，这些单位
也是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才
选择找“影子消防工程师”。

“消防隐患猛于火 ”，“影
子消防工程师 ” 现象的存在 ，
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多一个
“影子消防工程师 ”，就多一分
潜在的危险 ，受到威胁的则是
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要根绝 “影子消防工程
师 ”现象 ，需要监管部门加大
监管力度，斩断挂证 、用证 、线
上线下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
链 ，对挂证的 “影子消防工程
师”和用证的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 ，也需予以惩治 ，加大他们
的违法违规成本 。要通过推进
消防执法改革 ，让 “影子消防
工程师 ” 在阳光下无处遁形 ，
这是对消防安全负责 ，对公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应有
态度。

有多少工作检查值得“翻旧账”

宽容乐观看待垃圾分类“神器”

严管加厚爱，让“有错”变“有为”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系列谈⑤

别让“影子消防工程师”
毁了消防长城

限时如厕 这事有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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