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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
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要

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基
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长期肩负农村改革
发展稳定和民生改善的重任，堪称最基
层的党建堡垒。面对日趋纷繁复杂的农
村问题，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丝毫不能放
松的要求，准确地牵住了贪腐治理、惠农
难落实等农村问题的牛鼻子。

当前，农村各类新的组织形式大量
涌现，社会阶层呈现多元化，人口流动更

加频繁，这些都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带来诸多挑战。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
织弱化、涣散，有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说
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有的党员缺乏必
要的觉悟和正气、没有党员的样子。

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强，带来的问题
多、影响深远。如果不强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势必会影响到农村长治久安、
农民脱贫致富、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
当前亟待在农村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直接
关系到农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农村党建工作需要用好三类人：一
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要选好用好
这一群体；二是大学生村官，要吸引大学
生深入农村；三是择优选派第一书记，到
建档立卡贫困村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各地农村还应建立健全村务
监督机制，规范工作职责，确保村务工作
公开透明、合法合规，通过村务情况分

析、村务监督工作报告和评议考核等制
度完善农村治理，形成村务长效监督机
制，促进农村治理步入法治轨道，有力维
护广大村民利益。

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
进，以及“十三五”规划将谋篇布局，农村
基层党组织势必肩负起更为艰巨繁重的
任务。对一个村庄而言，干好干坏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里的党组织。因此，
农村党建堡垒绝不能失守。

农村党建堡垒绝不能失守

■ 金海燕

《宁波市特殊天气劳动保护办法》于
近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当气象台发
布高温、低温、台风、强对流、暴雨、暴雪、
道路结冰、大气重污染等不利于安全生
产的特殊天气红色预警时，除必要的公
共保障、公共服务和抢险救灾等单位外，
其他单位应及时采取临时停产、停工、停
业等措施。

作为具有法规性质的地方“政府
令”，明确在特殊天气里，应当采取停
产、停工和停业的措施，避开特殊天
气对劳动者健康的危害。出台这一
全面针对各种特殊天气的劳动保护
规 章 ，值 得 我 们 点 赞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出台全面针对特殊天气的劳动保
护规章，宁波是第一个。宁波也由此
开创了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新领域，
这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劳动者生命
和健康的尊重。

劳动保护，不仅要对劳动者在不利
于生命和健康保障条件下付出的劳动，
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譬如在高温季节
要发放高温补贴，更重要的是，要让劳动
者拥有对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恶劣条件说

“不”的权利。《办法》规定，气象台发布当
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时，应当停止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当发布大气重污染
最高红色预警时，应避免安排劳动者户
外作业，这些规定，把过去我们习惯的

“战高温”转变成今天的依法“避高温”，
把“人定胜天”转变成了承认“天”的威
力，这是对劳动保护范围的扩大——把
高温季节的特殊性劳动保护，扩大到了

各种特殊天气的劳动保护；同时，这也是
对劳动保护理念的一次本意回归：劳动
保护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生
命和健康。

当然，制定这些回归本意的劳动保
护规定，只是真正尊重劳动者生命和健
康的第一步，更繁重的任务还在于落
实。生命至上的劳动保护规定，过去也
曾有过出台，譬如在煤矿事故高发的那
些年，安检局曾经出台过“安全措施不落
实，矿工有权拒绝下井”的规定，还曾有

“矿领导必须与矿工同时下井，同时升
井”的规定，但并没有听到过有哪位矿工
行使了“拒绝下井”的权力，此后发生的
多次矿难，也说明了相关规定并没有得
到落实。只有保障尊重、保护劳动者生
命和健康的法规真正得到落实，才能使
每一位劳动者真正感受到来自政府部门
的体恤与关怀。

为回归劳动保护本意的法规点赞

法院门前，大量群众聚集围观；人行道上，
“人民有权监督司法”标牌高高举起。近日发生
在山东潍坊的这次“闹访”事件，剧情逆转，一个
以“上访”“维权”为名、行制造影响之实的灰色
利益链条浮出水面：以“访民经纪人”和个别“维
权律师”为纽带，承接各类“声援”“围观”业务，
组织一批相对固定的“访民”群体“站台”，活跃
于全国各地的热点案事件，彼此分工明确、组织
严密、利益共享……

谁能想到，围观的“群众”竟是花钱雇来的“托
儿”，高举的标语竟是刻意安排的“道具”，挑动公
众情绪的“上访”事件，竟成为某些人为了谋求利
益而苦心经营的“生意”。扰乱公共秩序、煽动极
端情绪、误导公共舆论、损害政府形象，这些危害
显而易见，而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信访制度本身
和那些真正需要表达诉求的人们。把“悲情”当做
牟利工具，结果是把“悲情”本身污名化了。

仔细审视“上访利益链”的各个环节，用心之
“机巧”、组织之“严密”、情绪煽动之“准确”，都令
人瞠目结舌。“上访经纪人”是其枢纽人物，上游是
妄图向有关部门施压的贪官或者律师，下游则是
那些靠扮演访民角色谋生的无业游民；“利益”是
其运行动力，上游“花钱消灾”，“上访经纪人”获得
超额佣金，无业游民获得可观报酬；“情绪”是其生
存法则，迎合了一些网民的负面猜想，助推了非理
性的舆论浪潮。贪官、律师、经纪人、无业游民
……不同的人群都卷入其中，在各得其所的利益
分成中，政府公信力成为最大的输家。

更应看到，“上访利益链”的存在，有着深厚的
现实土壤。一些上访人员在制度渠道外的极端行
为，为“上访经纪人”导演“上访”闹剧提供了原始
的剧本；一些地方政府有着“一闹就停”的行事逻
辑，让“上访经纪人”看到了投机取巧的巨大漏洞；
一些网民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让“上访经纪人”
策划的闹剧有了舆论传播的基础……在这些因素
的影响下，“上访利益链”应“运”而生。

正因此，斩断“上访利益链”，严厉惩处只是走完
了第一步，治本之策还是应该回归法治，政府在法治
的轨道上决策用权，公众在法治的平台上涵养理
性。如果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严格遵循法治和程序，
那么“闹访”本身就无法扭曲政府行为，又怎么会有
为施加影响而导演的“上访”闹剧呢？如果社会公众
遇到公共事件能够更多理性地追问真相，少些负面
猜想，那些被安排好的闹剧又怎么会赢得舆论影
响？案件仍在侦查中，但是留下的教训，已经足以引
起政府、社会和公众的深刻反思。 （李克济）

斩断上访利益链
需要回归法治

@央视新闻评论：有媒体做了不完
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 7 个地方
超过 20 家景区涨价，有的景区则变花
样搞“打包加价”。在全社会正推进
依法治国、本领域也有章可循的情况
下，仍有景区这么任性，我们不仅要
问三个问题：你这是抢钱啊？！还有
没 有 规 矩 啊 ？！ 怎 么 能 管 住 这 任 性
啊？！

@光明日报：开设“国学教育”专业

须厘清什么是国学？高校寄希望于四
年内把一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培养成为
一位本科国学教师，这多少让人质疑
——要知道，在国学这门复杂而宏阔的
学问面前，多少大师毕其一生都不敢自
称通识，而本科生四年的学习要是能入
门，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中国青年报：整治电信诈骗很难
吗？义乌警方梳理汇总诈骗案中涉及
的手机号码，与电信企业建立快速查询
和关停机制，为杜绝骚扰电话和信息对
个人权益的侵害，作出了有益的努力。
骚扰电话虽然猖獗，但国外有成功的经

验，义乌警方如今又作出了有益的尝
试。其他如主管部门，是否也应该行动
起来？

@法制网：面对校园暴力，我们该
好好反思。群殴、斗狠、勒索……如今
这些字眼已涌进了校园。问题出在青
少年身上，但家庭、学校、社会都该被问
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对
青少年今后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也只有三方合力，齐抓共管，角色到
位，才能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还校园
一片净土。

（饶 辑）

日前，云南省丽江市纪委通报，丽江
市古城区环卫局原局长李文伟及原班子
和财务人员，虚报环卫工人工作天数和人
数，冒领环卫津贴和加班工资数十万元。
李文伟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免予刑事处
罚，处降级处分。消息一出，社会哗然。

单位财政资金管理混乱，监督机制
全部失灵，其责任主要在于领导，更何
况其还身涉其中，牟利最多，如果仅仅
只是降级处分，如何堵住悠悠众口？这
种官员继续留用，群众如何放心？如果
把行骗术侵吞国家财产，被判挪用公款
罪，罪名坐实却被免予刑事处罚，连在

一起，恐怕围观者“也是醉了”。这不免
让人想入非非，是法院徇私，还是官员
施压，这样的处罚既不能做到罚与过相
当，也不能使涉事官员得到深刻教训，
更不能震慑其他蠢蠢欲动、贪赃枉法的
官员。试问一只蛀虫，生命力为何如此
顽强？这正是：

挪用公款免刑罚，
如此轻判为了啥？
官员心中莫窃喜，
百姓早已有评价。

（文/饶思锐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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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拍卖公告
(2015)琼技委拍字第03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0日15：00时在海南省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对以下标的进行第三次拍卖：位于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土福湾“万联晋海”房地产项目：1.C07地
块6596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陵国用（英）第
13821号）；2、C08地块上26栋别墅及相应分摊土地（主体工程已完工，
其中两栋别墅高档装修）；3、C06地块中101套公寓及相应分摊土地（手
续齐全，高档装修）。该房地产项目临主干道、临海、临河。参考价：
65146.6977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亿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收取保证金及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9日12：00时止；情
况说明：1、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2、在本
项目C07地块土地使用权（原设计酒店用地）被查封之前，经产权人海南航
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案外人长治县明源酒店有限公司将一艘约两千
多吨“新南海号”旧货轮安置在该项目C07地块西边与海滩链接通道旁空
地处，由其出资打造成沙滩休闲娱乐中心，作为该小区综合服务配套使
用。3、竞买人竞买C07地块土地使用权后，继续维持明源公司在该土地上
安置及使用该货轮的现状，如将来对酒店设计，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而意见
不能达成一致时，应自行协商或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付款凭证于2015年7月9日16：00时前到海南天合拍
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如企业参拍应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如个人参拍应携带（竞买者
身份证）；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农行海口市龙昆南支行；账号：21104001040001557。缴款用途处
注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琼技委拍字第030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
心D座2103室 电话：68585867 13907681867 联拍单位：海南中南
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三层 电话：
66747557 13907628809 联拍单位：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
口市海秀东路19号首力大厦502室电话：66785809 13637632488

拍卖监督电话：0898-66962339 0898-65353602

未经法定检疫和报关进入国内市场的牛肉、牛肚、牛排、猪肚、猪排、猪蹄、鸡翅、
鸡爪等进口冷冻肉品，可能携带人畜共患病毒，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2014年
2月，民革海南省委在海南省“两会”上的提案《关于加强走私冻肉产品打击力度，维
护食品安全的建议》指出：海南市场销售的进口冻肉90%以上都是“走私冻肉”。之
后，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摸清了全省冻库的地点、规模，会同海口海关、海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全省各市县所有冻库开展了5次“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同步
突击检查。第一次查获涉嫌“走私冻肉”203.7吨，第二次查获50.8吨，第三次查获
13.3吨，第四次查获7.5吨，第五次查获2.3吨。经过多轮严厉打击，全省公然贮存、
销售“走私冻肉”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为了继续稳定良好的冻肉食品安全形势，特
公告如下：

一、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省冻库实施了分级责任制监管，将全省325
个冻库的监管责任分解到省局、市县（区）局、乡镇所，明确了监管责任人。海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不定期组织突击抽查。对不认真履行监管责任的单位和人员
将实行最严肃的问责。

二、自公告之日起，全省各冻库经营者不得再贮存“走私冻肉”，严格执行海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冻库经营“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对无中文标签或标
识为繁体中文，品名、批次与《报关单》《卫生证书》《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不符的
冻肉要拒绝储存。各冻肉经营单位不得再购进、销售“走私冻肉”。购进冻肉时，要
查看包装箱的标签，查验、保留与品名、批次相对应的上述单证，做好购进记录。对
违反规定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对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货值金额
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各餐饮单位、肉类食品加工单位不要购买、加工“走私冻肉”。在购进冻肉
时，要查看包装箱的标签，查验、保留与品名、批次相对应的上述单证，做好购进记
录。违反规定者，也将受到严厉处罚。

四、请广大消费者不要购买、食用“走私冻肉”。消费者在购买标示进口冻肉时，
要求商家出示上述单证进行查验，不要购买无中文标签、繁体中文标签或标示的批
次与单证不符合的进口冻肉。已购买的消费者可凭销售小票和外包装要求商户退
还货款，商户不得拒绝。

五、请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一旦发现有贮存、销售“走私冻肉”的商户，立即拔打
12331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特此公告。
请登录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www.hifda.gov.cn），在“曝光台”栏

目中查看“走私冻肉”包装照片。
附件：2015年4月第五次专项行动中查处销售、贮存“走私冻肉”的冻肉经营单

位及冻库名单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6月24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5年第2号)

关于禁止销售“走私冻肉”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被检查企业

昌江石碌恒通冷冻食品商行

临高李赛湾冷冻食品批发行

琼海鸿达商行

三亚万鑫冻品商行

琼海嘉积宝真商业广场

三亚丽珠卓大食品商行

海口秀英区陈跃平冷库

文昌文城天汇冷冻食品店

乐东乐城亮发冷冻批发店

琼海嘉积陈霞咸杂摊

乐东乐城远发冻鸡摊

乐东县陈海丽冻品摊

定安定城镇标冷冻肉摊位

陵水椰林陵城味美冷冻店

琼海嘉积恭喜冷冻食品销售店

乐东郭忠明冻品摊

澄迈金江曾小玉三鸟冻品店

陵水椰林陵城新兴冻品店

“走私冻肉”品名

猪手、猪肚

凤爪、鸡全翼、鸡翅尖

凤爪、鸡翅尖、鸡翅

牛肉、鸡翅、鸡软骨

猪肚、鸡全翅、猪小排

鸡翅、凤爪

鸡肉、凤爪、猪肚

蟹柳棒

猪肚

鸡翅、凤爪

猪肚、鸡翅

凤爪、鸡全翼

鸡翅尖

鸡三节翅

猪舌

凤爪

鸡翅、鸡翅尖

鸡肫

重量（公斤）

349

330

330

166.1

165

133

114

108

90

90

75

63

60

30

25

15

12.5

12

标识产地

法国

巴西、美国

巴西

巴西、阿根廷

丹麦、巴西、德国

巴西、阿根廷

巴西、丹麦

泰国

丹麦

巴西

丹麦、阿根廷

巴西

美国

波兰

荷兰

巴西

美国

巴西

2015年4月第五次专项行动中查处销售、
贮存“走私冻肉”的冻肉经营单位及冻库名单

海南省第二届（2015）社会科学学术年会
征文公告

为了推进学术创新，展示学术前沿，推出更多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我会
（院）决定联合全省主要社科研究、教学和管理单位，共同
举办“海南省第二届（2015）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年会将
于2015年9月上旬至11月上旬举行，由学术大会、分论
坛、专题研讨会、学术名家报告会、圆桌会议、学术峰会等
多项内容组成。为办好本届年会，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论
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年会主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征文选题
围绕年会主题撰文投稿。我会（院）列出25个专题

（选题方向）供参考。详情请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查询
（http://www.hnskl.net/）。

三、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要求紧密联系海南实际，紧扣学科前沿，

展示最新成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创新性和较高学术价
值或应用价值，学风端正，学术规范。

2.应征论文须未公开发表，不超过8000字为宜。格式
为：标题、作者姓名、内容提要（500字左右）、关键词、正

文；注释及参考文献均置于文末。
3.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15年8月16日。论文用电

子邮件发至邮箱：13876322419@163.com。并将邮件标
题标示为“海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征文”。

4.正文后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等。

四、其他事项
1.我会（院）将组织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将入选

论文提交学术年会交流，其作者应邀参会（不收会务费）；
对优秀论文进行表彰，并推荐给《海南日报》、《南海学刊》
等报刊发表，年会结束后将汇编并公开出版论文集。

2、学术年会各项活动具体时间、地点届时通知。联
系人：岳老师，电话：65336659；地址：海口市海府路49号
老省委第二办公楼311室，邮编：570203 。

恳请各界人士踊跃投稿，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2015年6月16日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
公开招聘保安员、水电维修工、保洁员等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后勤保障中心向社会公开
招聘保安员、水电维修工、保洁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保安员：1、高中及以上学历，男性，年龄38周岁以下，本省户籍。
2、身高170cm以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3、有保安工作经历、退伍军人优先考虑。
水电维修工：1、高中以上学历，男性，年龄40周岁以下。
2、身高168cm以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3、专业要求：熟悉强弱电安装维修和相关设备设施使用操作，能

操作使用空调、监控、会议音响等设备，有相关操作许可资质证书，具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保洁员：初中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身体健
康，五官端正。

充值员：高中以上学历，女性，年龄35周岁以下，熟悉财会、人力
资源专业有相关资质证书者优先。

应聘者要热爱本职工作，思想进步，作风正派严谨踏实，具有较
好的团队意识及沟通、执行能力，无不良嗜好。

二、报名事项：1、有意应聘者，请登陆南海网（www.hinews.
cn ）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招聘人员登记表》，
并于 2015年6月25日前将该表发邮件至job@hndaily.com.cn，2、
也可以直接到招聘单位直接报名，欢迎前来咨询。

应聘者收到初审合格通知的，请携带本人毕业证书、身份证及其
他有效证明原件、复印件前来我集团参加应聘，具体时间、地点届时
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

障中心中心
联系电话：（0898）66810887、66810857

二0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