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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刚

8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第一届国家
公园论坛致贺信时指出， 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
制， 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安全屏障， 给
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 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也是建设美丽中国进
程中绕不过去的门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指出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意义， 也为我们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指明了方向。

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简单的 “看护”， 也不
是不要发展， 而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搞好开发利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
记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中的重要位置： 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 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方略；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重要理念； 在三大攻坚战中， 污染防治
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
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到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
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再到五中全会将绿色
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初具规模， 到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生活， 再到
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这些， 集
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
识， 鲜明宣示了担当历史重任的决心。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万
个国家公园， 但各国对国家公园的内涵界定不
尽相同。 2017年我国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 正式亮相， 到2020年， 中国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 ， 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
园， 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 国家公园
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
护、 建设美丽中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一项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
不觉， 失之难存。 实现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也是当代国际社会发展
的共识和潮流。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饱含着人民
群众对美丽中国、 美好生活的向往。 只有让青
山常在、 清水长流、 空气常新， 才能让人民群
众在美丽生态环境中幸福生活。

丁恒情

近日， 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董
事长秦岭涉嫌受贿 、贪污一案 ，已由天
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检方在起诉书中指控， 秦岭严重
违纪违法，长期利用其职权之便谋取巨
额个人利益。 而他的事发，直接促使其
父秦光荣主动投案。 据媒体目前披露的
情况，家风不正是导致秦氏父子落马的
一个重要原因。

家风为基，人和事兴。从近年来各地
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来看 ， 父子双双
“出事” 同为阶下囚的并非个案。 比如，
苏荣一案中，有14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
夫妻同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
八大姨共同敛财；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
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放纵妻子、女儿、女
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的腐
败链条；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时常
让身边老板 “带带儿子”“多帮帮儿子”，
结果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葬送儿子的
大好青春。 类似反面典型，不一而足。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

核， 也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家风虽然看不
见、摸不着，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家庭
成员的行为、作风和操守。 一般而言，家
风醇正能够激发家庭成员的内在自律，
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思想防线， 有效抵御
各种不良习气的污染，从而家道兴盛、和
顺美满；相反，如果家风不正，家庭成员
就会对自己放松要求， 必然会慢慢丧失
“底线意识”，最终殃及家人、贻害社会。

“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强调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并对党员
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 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领导干
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失管失教”的情形列入其中，并明确家
风不正导致违法违纪将受到严厉处分。

党员干部家风是社会风气风向标。
古语云：成人者必先自成。党员干部的一
言一行， 对人民群众有重要的示范与引
领作用， 其家风建设的成效将直接影响
党员干部自身的作风和家庭成员的言行
举止，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的
良莠。 因此，涵养良好家风，是党员干部
必须上好的必修课。

宋明月

茶陵县教师尹某林借调外单位工
作长达12年， 期间8年多没有交党费，即
使在正式调入借调单位后仍不交 。 日
前，茶陵县纪委监委就该案进行公开通
报，该教师被党内除名。

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
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 按期足额
交纳党费是检验一个党员组织观念强
弱的重要标志，是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
条件， 也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
这是党费制度的最大价值所在。

在基层，少数党员没把按时足额交
纳党费放在心上，只有等到党组织催交
时才会交纳 ， 更有甚者找人垫交或不
交。 有人把交党费的事看轻、看小，甚至
当任务完成、当包袱累赘。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
当理由 ，连续六个月不交纳党费 ，就被
认为是自行脱党。 ”无故不交党费、拖延

交纳， 本质上都是政治责任意识淡薄、
党章党规意识弱化的表现。 长此以往，
就会逐渐淡忘党员本色 ， 丧失党员立
场。

党员不交纳党费，个人思想是主因，
但背后也少不了基层党组织管理失之
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对党支部的基本任
务有明确界定，“做好党费收缴、 使用和
管理工作”就是其中一条。 可以说，党员
能不能按时交党费，与党支部的管理是
否严格密切相关。 就如上述通报中的“8
年未交党费 ”一事 ，只要单位党组织稍
微理一理、查一查，做好谈话提醒工作，
何至于纵容问题长达8年之久？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是为了唤醒存在于共产党人体内
的“红色基因”，使党员干部自觉同人民
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如果党费都不愿
意交，这样的党员还能做到“不忘初心”
吗？

李英锋

“您累计献血量达1100毫升，按照血费减免的相关政策，边
奶奶可以免交1100毫升血液的用血费用。 ”浙江诸暨的边先生
是一名无偿献血者，日前，他85岁的母亲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医
院收费处工作人员把床边结算机推到了病房 ，“一步也不用
跑”，直接“床边结算”，减免了440元用血费用。

在浙江，像边奶奶这样享受“用血服务不用跑”政策的受
益者大有人在。 浙江省推出“用血服务不用跑”政策一个月后，
与2018年同期相比，月度用血减免人次的增幅达106.8%，月度
用血减免费用的增幅达90.9%，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为鼓励和回馈义务献血，《献血法》 设定了反哺式优惠用
血政策。 然而，由于优惠用血的核销，各地血站或血液中心等
单位往往规定了很多手续、条件，献血者本人或者其直系亲属
报销输血费用一般需要提交献血证、身份证、输血医院出具的
诊断书、 输血发票、 献血者与用血者直系亲属关系证明等材
料，这些材料常常难住申请优惠用血者，让他们视为障碍和负
担。

前段时间， 曾有一地的血站要求献血者证明 “我妈是我
妈”，引发极大争议。 有些献血者一时准备不齐这样或那样的
材料，干脆放弃了直系亲属等人用血时的优惠。 由于这些问题
的存在，社会上形成了“献血容易报销难”“献血容易用血难”
等负面认知，损害了义务献血的公信力，挫伤了义务献血的积
极性，影响了义务献血事业的健康发展。

浙江实施“用血服务不用跑”政策，依托“浙江省献血者信息
数据库”“浙江省用血减免信息数据库”等平台，实现了住院献血
者的自动识别、免费用血量的自动计算、报销所需材料的自动读
取和报销费用的自动减免结算，让原本减免所需的各种材料自动
交互，无须献血者提供。数据系统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
共用，让数据跑路代替了患者（或献血者）跑路，让数据起到了证
明材料的作用，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的。

� � � � 媒体日前披
露，河南省中医院
西区医院要求医
护人员、职工每人
找5个住院病人住
院，如果找不到就
扣工资200元。 此
举显然是为了增
加住院病人的数
量，提高医院的整
体经济效益。

医院不是靠
精湛的医术、优良
的医疗设备和优
质的医疗服务来
吸引患者，而是靠
“传销式” 拉人住
院，无疑玷污了医
护人员身上的白
大褂。

图/朱砚清
文/丁家发

家风不正，废职亡家

8年不交党费，初心哪里去了

让人民在美丽生态环境中幸福生活

优惠用血“床边结算”好
“拉人住院” 玷污了白大褂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