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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谭勇 实习生陈卓斌）昨
天，海南日报刊发《“党交给的任务，
我要拼尽全力”》一文，报道了海南大
学儋州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符灶儒的
先进事迹。省委书记罗保铭作出批

示，点赞符灶儒并号召全省广大党员
向我省“两学一做”中涌现的这一先进
典型学习。今天上午，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省卫计委一行前往海
南省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了正在住院
治疗的符灶儒。

符灶儒是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
党员，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教
育管理工作。常年高强度工作使其积
劳成疾，为组建新的海南大学热带农林
学院，他和同事们呕心沥血、持续奋战
一个半月后，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受许俊、李秀领、王路等省领导
的委托，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

卫计委等单位负责人来到病房，与符
灶儒进行亲切交谈，向他转达了罗保
铭书记和有关省领导的亲切问候。同
时，他们也对符灶儒致以崇高敬意，认
为他用行动扛起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
任担当，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时代风采，
希望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重返工作
岗位，为海南教育事业再作贡献。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已
经为符灶儒组建了专业的治疗团队，
由院长牵头对其病情进行诊疗。慰问
组还与治疗团队进行了座谈，对符灶
儒的病情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初步
制定了下一步治疗方案。海南大学表
示将做好服务保障，帮助解决符灶儒
同志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治病。

省委教育工委等单位负责人看望符灶儒
送去社会各界的关切慰问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今天上午，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在全
省教育系统广泛开展向符灶儒同志学
习活动的通知》，要求我省教育系统各
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及职工，向海
南大学儋州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符灶儒
学习。

《通知》指出，符灶儒同志重疾在
身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以生
命燃烧激情，用汗水浇灌事业，用感人的
行动扛起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为我们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时代风采。

《通知》要求，我省教育系统各级
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及职工，要学习
符灶儒同志对党忠诚、心系群众的政
治品质；学习符灶儒同志敢于担当、顽

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学习符灶儒同志
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同
时，通过开展向符灶儒同志学习活动，
激励和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
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强化宗旨意
识，牢记使命、勇担责任，爱岗敬业、潜
心育人，为海南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为海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建设国际旅游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南大学于今天下午召开大会，
动员全校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向符灶
儒学习。

➡ 8月16日，海南省人民医院，
家人正陪伴病床上的符灶儒。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发出通知

开展向符灶儒同志学习活动

《“党交给的任务，我要拼尽全力”》后续报道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蒋小芳）省残联近日印发
《海南省残联定点扶贫暨精准脱贫攻坚
实施方案》，计划在 2016—2018 年
期间，帮助 1.5万名列为精准扶贫对象
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基本摆脱贫困，
确保定点扶贫点贫困残疾人享受教育、
住房、康复等服务，基本生活稳定，参
与社会和自身发展状况明显改善。

2016—2018年期间，省残联以
建档立卡户的农村贫困残疾人为重
点，与民政部门协调，通过低保政策性

保障兜底，将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条件的残疾人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使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

助的贫困残疾人实现脱贫。
同时，省残联落实“两项补贴制

度”，实施“阳光家园计划”托养项目、残

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实施项目，实施扶
贫开发脱贫、危房改造脱贫、就业脱贫、
教育保障脱贫、康复脱贫、文化脱贫。

省残联出台多项措施

3年要助1.5万名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

◀上接A01版
如今在省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的单明华赶来探
望老友，回忆起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不胜唏嘘。

他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橡
胶还是禁止贩运的国家战略物资。负责保卫工
作的符灶儒，一到橡胶收割的时节就要带队开
展护林保胶行动。

在每年炎热而漫长的8个月里，符灶儒常
常是夜晚10点后带队出发，潜伏在深和宽各
50厘米、长2米的坑道里，密切关注胶林里的
手电光和脚步声，直至破晓才放心离开。

“胶林湿热非常，蚊虫又多，现在想来真是不
易！”单明华说，一旦发现偷运橡胶者，符灶儒就挺
身而出，要求偷运者归还橡胶、立即离开，“换了别
人，不一定愿意干这样既危险又得罪人的事。”

要说这样既危险又得罪人的事，符灶儒这几
十年还真干了不少。十几年前，周边农场与学校
的土地存有纠纷，只要农场职工一有意见，符灶
儒就主动要求，代表学校与他们进行交涉。

“他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儋州人，自己人跟自
己人没有什么话说不通。”唐桂英心有余悸，“那
段时间，他动不动就往农场跑。一想到他面对的
都是情绪激动的农场职工，我在家里就坐立难
安。但也奇怪，他总能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

病床上的符灶儒：
“我还能为学校做很多事”

“符主任就是这样，干活不挑肥拣瘦，只要
能做到的就事必躬亲。”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管委
会副主任曹艺涛举例，热带农林学院揭牌仪式
的方案是他做的，符灶儒只看了一遍，就把那些
埋在细节里的问题挑了出来：“你看这里，那么
多人在这么热的天气参加仪式，怎么能够没有
医疗保障？还有这里……”

符灶儒女儿符殷娇来医院时脚步匆匆。她
是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这几天父亲
对她最多的嘱咐就是“别请假，少来看我，先把
工作给干好。”

因为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她曾向父亲提出，想
转行换份高收入的工作补贴家用，可父亲苦口婆心
地劝：“工资收入是次要的。党培养你那么多年，让
你成长为一名法官，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

符灶儒是这么教育女儿的，也是这么以身
作则的。

“他不怕当不了官、挣不了钱，就怕没有把
党交给的工作干好。”唐桂英透露，这些天，符灶
儒总是念叨，“快开学了，我要回去上班。”她又
气又心疼，赌气骗他：“好好养着吧！你都病了、
老了，学校不要你回去了。”

符灶儒瞪大眼睛：“是吗？学校不要我回去
了？不可能！我还有一年多才退休，还能为学
校做很多事哩……”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他就是一头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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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思录

■ 饶思锐

餐饮外卖行业虽然为群众用餐提
供了极大便利，但准入门槛低，卫生状
况差的状况屡见不鲜。为确保群众的
饮食安全，省工商部门日前启动了全
省范围内的餐饮外卖经营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8月16日《海南日报》）

随着宅男宅女和加班族的日益
增多，网络外卖等上门服务应运而

生。不用出门，就可以坐等价格便宜
的美食上门，何其惬意。然而，眼不
见未必为净。近日，媒体报道百度、
美团、饿了么等主流网络外卖平台存
在大量“黑外卖”，不仅无证经营，而
且没有资质的场地卫生状况十分糟
糕，食品安全全过程难以保障，一旦
遇到问题还难以找商家沟通解决，相
关平台往往也推卸监管责任，更有甚
者，因为消费者给出差评，便施以报
复进行人身攻击。

餐饮外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相
关部门一直予以格外关注。如去年新

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就对这一新兴行
业进行相应约束，明确要求网络平台
应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并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要求对
其入网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查。以此促
进相关平台及外卖经营者规范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然而大量的“黑外卖”以及无证经
营的小吃店通过三大网络平台的审核
上线，充分暴露了平台监管机制的失
效。一方面，网络外卖平台的企业属
性注定了其逐利本质不会改变，为了
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在审核上投入

难免有限，使得监管难以严格、细化，
使得大量“黑外卖”绕过平台审核；另
一方面，外卖平台与外卖经营者之间
是一种给养关系，存在着直接的利益
关联，因而让网络外卖平台去监督自
己的“财神爷”，显然不切实际，注定要
失败。要知道，企业良心往往是靠不
住的，这也是相关网络外卖平台“黑外
卖”屡禁不绝的根源所在。

而由此折射出的监管体制问题，
更值得我们深思。须知，保障食品安
全离不开最严格的监管，而网络平台
的自我监管和约束机制并不能代替相

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正是因为相关部
门的监管缺位，陷入被动管理的状态，
才使得外卖平台的无序发展，“黑外
卖”也越来越猖獗。

此次我省工商部门启动餐饮外卖
经营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对第三方
网络餐饮交易平台及外卖者进行调查
摸底，就是主体监管责任的回归。只
有食药监、卫生、工商等相关部门不断
与时俱进，主动作为，及时升级相应的
监管举措，修补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严
肃查处、有效防堵违法违规的经营者，
才能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以有效监管严防“黑外卖”

针对有的驻村帮扶干部搞“走读
式”“挂名式”帮扶，有的驻村干部“只
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的问
题，今年4月，云南省实施了《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截至目前已
有1117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被召
回，且不得评优、不得提拔。

驻村帮扶干部顾名思义就是要
驻村工作，帮助农村实现脱贫发展。
一些干部只挂名不务实，甚至驻村变
走读，与相关要求相违背，不仅辜负

了组织上的信任，也背离了群众的期
待，甚至还会影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
目中的形象。对这样不称职、“滥竽
充数”的扶贫者进行召回，既是严肃
工作纪律的重要表现，也是对当地扶
贫工作负责任的表现。这正是：

扶贫攻坚责如山，
驻村帮扶需担当。
应付了事令人惭，
莫寒民心速召返。

（图/闵汝明 文/饶思锐）

滥竽充数当召回

城市管理
如何吸引更多市民参与
■ 郭萃

扮靓城市美丽家园，离不开这座城市的每一
个你我他，既要党员干部带头苦干，也要广泛发动
群众积极参与。近日，省工商局、省食药监局、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纷纷参与到海口“双创”工作当
中，不仅如此，海口市民也自发组成志愿队伍走上
街头，助力海口城市治理与美化环境，让人心生温
暖，信心倍增。可以说，“双创”工作唤醒了一座
城，使得越多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其中。

干部队伍只是海口200多万人口中极其小
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双创”工作仅仅只是
靠干部队伍来完成，显然不切实际，而且广大市
民作为城市里的主体，如果不能参与到“双创”
工作中来，显然“双创”工作也难以推动。

循此思路，建设城市文明，既要依民而创，
也是为民而创。“双创”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是为了满足市民群众切身利益、长远利益，让他
们生活得更舒心、更宽心、更放心，因而市民群
众才是“双创”工作的真正考官。只有引入激励
机制，宣传、组织、发动公众参与执法管理，让市
民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各项事务当中，才能真正
实现“人民城市人民管”。

一方面，城市管理从来不应该孤立地存在，
而是应该与当地民众融为一体。“双创”工作乃
至城市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只有民众参与，城市管理才能更有力量，而
且更能对政府部门形成监督。另一方面，公众
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不仅可以提高公众的自
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也可以倒逼政
府职能的转变，确保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民主、
科学，进而助力于构建一个体现责任、服务和法
治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如何才能激发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热情？笔者认为，首先要畅通市民与政府部门
的沟通渠道，使市民的意见建议和相关诉求能
够有效表达，培养市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其次
要向市民宣传好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培养其主
人公意识，使其都能自觉维护城市环境。此外，
还应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使市民
能够切身感受到城市管理提升带来的种种益
处，从而激发市民参与管理的热情。

说到底，城市的管理不能只是单向用力，政
府力量毕竟有限，难以面面俱到，只有动员最广
大的市民参与其中，多措并举，标本兼治，才有
可能真正管理好这个城市。

（作者系本报记者部记者）

企业招聘莫短视
■ 刘洪

罗女士去应聘，没想到公司不
谈待遇问题，而是要求她承诺3年内
不生小孩！（8月16日《柳州晚报》）

现实生活中，类似罗女士的遭遇
并非孤例，屡见不鲜，且由来已久。
诚然，从企业成本角度来说，此举也
有苦衷。因此，一些企业明知不对，
但为了保正常经营和业务连续性，避
免企业遭受损失，仍不得已而为之。

一边是应聘者对招聘条件不合
理的质疑，一边是招聘者担心企业
损失的苦衷，这样的困局，破解之道
关键在于企业本身。一个企业无论
大小，要想吸引人、留住人，必先留
住心。这就需要企业要有长远的眼
光，舍得投入，营造以人为本的企业
文化，用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薪
资标准、向上发展的空间来吸引人
才。倘若“小肚鸡肠”般地打“小算
盘”，反而树立了一个不好的企业形
象，只能让应聘者敬而远之，同时企
业肤浅的经营理念、短视的眼光也
暴露无遗。对企业来说，收获的只
能是短期效益，对构建和谐的劳资
关系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

■ 袁锋

海口东山镇非法采砂猖獗危及定
海大桥，挖砂点离桥墩仅半米。8 月
15 日，秀英区政府进行现场调研部
署，将成立非法采砂整治小组，建立快
速反应机制严厉予以打击。（8月16
日《南国都市报》）

屡禁不止的非法采砂，在我省的一
些河流已经成了年年曝光、年年打击、
年年反弹的“老大难”，不时可见胆大妄
为的不法分子驾着机器设备，气焰嚣张
地对河砂进行疯狂盗采的身影。非法
采砂往往将河道挖得千疮百孔，导致水
土流失、河床掏空、水体污染，对生态安
全、防洪安全形成严重威胁。而这一
次，非法采砂更是直接威胁到了定海大
桥的安全，这不禁令人拍案而起，非法
盗砂到底何时才是尽头？

多年以来，多个市县都曾反复开展
非法采砂专项打击行动，执法打击可谓
声势浩大，却遭遇到种种困境，难见治理
长效。如不法之徒安排专人放哨，通风
报信，甚至持械对执法人员跟踪、对抗、
威胁，极易使执法打击重拳击空。非法
盗采为何一度愈演愈烈？暴利使然。查

处中发现，有的案件交易金额达9000多
万元，这桩生意几乎是一本万利，怪不得
不法分子前赴后继，铤而走险。

从市场需求一端破解难题，或不
失为一妙招。河砂的去向是工程建
设、房地产开发，一旦这些领域对河砂
的需求减少，盗采现象必将大为减
少。目前，机制砂、尾矿砂、石粉等材
料都已经代替河砂大量使用，对于使
用尾矿砂，还有相应的免税政策。因
此，有关部门可以用好政策指挥棒，引
导相关行业使用更为环保的替代材
料。如果说对盗采现象进行打击好似
扬汤止沸，那么以市场转向减少对河
砂的需求就可谓釜底抽薪。

在引导河砂需求转向替代材料的
同时，对盗采现象斩断暴利链条、持续
高压打击、完善长效机制，都是应有之
义。在治理手段上，需要破解水务部
门执法力量不足的困境，由公安等多
部门介入进行联合执法，对涉嫌妨碍
执行公务的人员进行打击处理，以更
严厉的处罚措施打掉不法分子的气
焰。各地的一些治理实践告诉我们，
只要真正重视，真抓实干，建立好长效
机制，就没有扛不起的生态担当。

对非法采砂大声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