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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言论篇

■ 饶思锐

5月5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琼中
湾岭镇鸭坡村调研时，向在场干部及
全省广大村支部书记力荐《塘约道
路》这本书。而在此前4月23日第九
届海南书香节暨 2017 年书香海南阅
读季当天，省委书记刘赐贵向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推荐的五本书里也有
这么一本书，究竟这本书有着何种魅
力，让省委书记极力推荐？省委书记
极力推荐的背后，深意何在？

《塘约道路》这本书以脱贫攻坚
为主题，主要讲述了贵州省安顺市平
坝区乐平镇的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
导下，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
营，并成立“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
合作社，组建农业生产、养殖、建筑、
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实现全村抱团
发展，最终使塘约村由贫困村蝶变成
具有示范意义的小康村。这本书通
过讲述塘约困惑，总结塘约经验，解
构塘约模式，来提炼塘约道路。“塘约
道路”其核心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激
发农民内生动力，走新型合作化共同
富裕的道路。

笔者认为，省委书记刘赐贵短

期内两次推荐《塘约道路》这本书，
除了是对塘约模式、塘约精神在脱
贫攻坚中所起到的示范引领作用的
肯定外，也是对该村党支部团结带
领全村村民合力攻坚脱贫、抱团发
展集体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做法的
赞许；更饱含着对海南基层党组织
在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中都能发挥
出战斗堡垒作用的期冀。脱贫攻坚
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建设美丽乡村
的路径、模式也很多，但这些道路、
方法、经验的背后，最关键、最突出
的一点也就是党的领导，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尤为重要
的一条经验。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省委书记刘赐贵履
新后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到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镇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里的九大任务
第一条就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力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战
斗力强不强，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
能不能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俗话
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
工作千头万绪，如果基层党组织不
能理顺做实，发挥出强有力的战斗
作用，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就难免
会“铁拳打空”，没有着力点，也难以
落到实处。

学好《塘约道路》，就是要希望每
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能在建设美好新
海南中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尤其是
各村党支部，要在带领广大村民创业
致富、建设美丽乡村中发挥引领作
用。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基
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要选出好支
书，配强好支部，并不断加强培训，使
基层干部党性强、作风硬，有能力为
百姓服务；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
党员干部要带头讲政治，不折不扣落
实好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还要增强
干事创业的能力，团结带领广大群众
努力拼搏、共同奋斗，为达成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各项目标任务发挥出重
要作用。

借鉴塘约经验 夯实基层党建

■ 杨玉华

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
地方存在这样一些干部，他们不贪不
占不跑官，但也不思进取不干事。这
样的干部爱耍花拳绣腿、擅做表面文
章，真本事没有几招、“假把式”一套
一套，热衷于轰轰烈烈喊口号、认认
真真走形式、规规矩矩装样子。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
进的关键一年，形势严峻复杂，机遇
稍纵即逝。一些地方重点领域改革
缺乏实质性突破，原因往往在于落实
中央部署动力不足、能力不够，让中
央的改革部署和各项政令在落地时
打了折、走了样、形成了中梗阻。改
革越到基层越需要出实招、求实效、
见真章。中央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
明确之后，关键在落实，重点在基层，
决定在干部。改革要取得预期效果，
增强百姓获得感，各级干部要带头撸
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

欲破“假把式”，先要正作风。各

地改革能否在激流中勇进，关键在于
领导干部有没有敢干事、干成事的过
硬作风。各地各部门应在干部队伍
中大力倡导务实担当的实干作风，对
于不作为、无担当的“假把式”，要亮
出教育和问责两把利剑，进行思想矫
正和作风帮扶，对屡教不改的要严肃
问责。

除了正作风，还要严学风。基层
干部要不断提升政策理论水平，特别
是精准把握中央改革精神和坚决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的能力，要结合各地
实际，因地制宜，将各项改革精神、改
革举措落到实处。干部们思维要跟
得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升
创新思维能力和现代治理水平，解决

“本领恐慌”。
最终还要清政风。各地各部门要

树立一种“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
来的”用人导向，用明确的容错激励机
制让那些敢闯敢干的干部脱颖而出、
担当重任，要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
考核机制，让“假把式”没有容身之地，
使改革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精神为
之一振，推动改革取得实效。

改革来不得半点“假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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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干部能否回炉淬火？据报
道，陕西旬阳县国土局7人领导班子集
体被免职后被“回炉锻造”。5月3日上
午，旬阳县第一期“回炉锻造班”开班，
15名学员接受集中培训教育，其中就
包括县国土局原党组班子7名成员。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干部
“回炉班”让人拍手称快，现实中的
“回炉锻造”同样让人充满期待。领
导班子7人集体被免职“回炉”，可
以想见这一领导班子有多糟糕，然
而，在以往，不少人抱着法不责众的

心理不思改进，现在，“回炉班”的举
办无疑给“庸懒散”以及不作为、乱
作为、懒作为现象以迎头痛击，更好
地营造了“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
氛围。我们期待“回炉班”真正“治
病健身”，取得实效。这正是：

干部有“病”装糊涂，
对症下药多“回炉”；
庸下能上风气正，
担当为民有前途。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干部“回炉”好治“病”

保护个人信息
需强化源头管控
■ 朱昌俊

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发布，该解释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
绑架等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规定，将被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月9日《法制晚报》）

近年来，个人信息贩卖及电信诈骗案件层出
不穷，但电信诈骗只是个人信息保护失守的次生灾
害，无论是较为严重的电信诈骗，还是平常看似普
通的信息骚扰，归根结底，在于源头性的信息保护
防线被突破。而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行业或是
公共服务部门，在以合法的方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
后，并未肩负起对个人信息的应有保护作用，甚至
出现一些行业“内鬼”，依靠“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职
业便利，把贩卖个人信息做成了生意。

相较于电信诈骗所直接展现出的社会后果，
个人信息泄露与贩卖造成的后果，似乎来得并不
直接。也因此，即便是一些轰动全国的电信诈骗
案件被查处，其背后对应的信息贩卖链条，也少有
被揭露。一些大规模的个人信息到底是如何从公
司或公共部门流出的，相关平台与机构又是否要
担责，大多不了了之，更遑论对“内鬼”的查处了。
这次司法解释出台后，有望终结这一尴尬现象。

但具体到执法中，查处行业内鬼的难度与阻力
仍不可小视。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出示个人信息的
场景太多，如何确定源头泄露者，如何辨别具体是哪
个“内鬼”泄露了哪些信息，仍需要具体的执法探
索。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泄露还牵涉到公共部门，对
于“内鬼”的查处，能否突破机构的阻力，仍待观察。

《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主
体，确立了“谁收集，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事实上，
对于任何信息收集，都应确立“谁收集、谁负责”的
原则，并通过严厉的责任追溯，真正让收集者感受
到信息保护的责任。就此而言，此次司法解释所透
露出的对于打击行业“内鬼”的治理倾向，在一定程
度上正是对落实信息保护责任的倒逼，也希望由此
真正开启个人信息源头保护的治理行动。

@法制网：用“呼死你”治小广告
是以暴制暴，办法该更新了。日前，西
安市民李先生在自家门头上，贴了一
张A4纸大小的招聘广告，没想到被城
管纳入“呼死你”系统，其母亲每天都能
接到上千个电话。城管方面称，李先生
只有在接受完处罚后，才会停止“呼死
你”。启用“呼死你”电话追呼系统虽在
一定程度上能使非法小广告得到有效
遏制，但“呼死”了一个号，难保不法分
子不会接着开新号，或者更催生出新的
广告花样来。那样，执法部门难免被拖
入疲劳战，治理陷入恶性循环，这就要
求治理小广告得开出新药方。

@光明日报：老字号需要呵护。厦
门曾有1.4万多家叫得响的商号，而现存
的不过100多家。如今，厦门将要对这
些有着独特价值的老字号进一步发掘和
保护，为此出台了《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
办法》，这是我国首部促进老字号保护与
发展的法规。老字号里有着地方文化的
魂和根。呵护老字号，保存历史的温度，
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挖掘中国文
化力量的有益实践。希望更多的地方能
像厦门一样出台法规，使老字号得到实
实在在的呵护。 （张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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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粽子”生产企业负责人赵
尚铮说，粽子电子券是他们利用互
联网技术和现代金融创新开发设计
的一款电子券，消费者扫他们公司
二维码，进入“那大商城”，会看到

“那大粽子”各种口味的产品，每种
产品都有图文展示，并标示价格，消
费者选中一款产品就会有一个电子

券，付款后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把
券发给朋友，朋友收到券后，可以根
据需要填写收货地址和送货时间，
非常方便。

如何做到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赵尚铮说，儋州粽子现场非常火，订
单来自全国各地，为方便消费者购
买，他们公司与中国邮政和海航进行

深度合作，确保消费者安全及时吃到
美味的“那大粽子”。

去年，“那大粽子”开发设计礼券
销售，在全省卖得非常火，岛内消费
者凭券在各个市县随时可取粽子。
纸券方便了岛内消费者，电子券的推
出，方便了全国消费者购买品尝“那
大粽子”。

传统粽子搭上互联网快车

“那大粽子”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端午节走亲访友，少不了带上粽子这个

传统礼品。以前，需要到超市买粽子，拎着盒
装的粽子；现在，你只要鼠标一点，儋州粽子
你想送到哪就送到哪。儋州“那大粽子”开发
出粽子电子券，传统粽子搭上互联网快车。

细心的人会发现，今年“那大粽
子”宣传材料和包装盒上，有一个厨
师正身像，下面介绍是“屈浩大师
——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八项国际金
奖得主、亚洲大厨、中国烹饪大师、北
京特级烹饪大师、中华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中国餐饮十大领军人物。

赵尚铮说，屈浩大师是屈原的后
人，有“世界厨王”之誉，为提升“那大
粽子”品质，宣传儋州粽子品牌，今年
公司聘请屈浩大师做“那大粽子”产
品研发及形象大使。在屈浩大师指
导下，“那大粽子”在儋州粽子基础
上，开发出适合华北、华南和华东三
地的三种风味的系列粽子产品，目前
市场反应非常好。

作为儋州粽子代表企业，“那大

粽子”产销量年年攀升，2015年销售
30多万个粽子，2016年销售70多万
个粽子，今年目标突破100万个。

“传统产业要做大，必须不断创
新。”赵尚铮说，因为创新“那大粽子”
将引领全省粽子产业发展，在2006
年，第一个把海南粽子进行真空包装
上市，进入大润发、家乐福等大中型
超市合作，使传统产品从地方走向全
省卖到全国。

去年，“那大粽子”使用国内先进
技术，不使用添加剂，率先破解“糯米
返生”难题，使“那大粽子”做到开袋
即食，特别是真空包装的粽子，在长
达2个月的保质期内，都可以开袋即
食，在全国粽子产业这是一大突破。

儋州粽子，在很多人印象里，就

是跑海鸭蛋花猪肉粽，实际上，近年
来。儋州粽子企业不断创新，每年都
推出新品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
需求，像“那大粽子”，常规粽子品种7
个，礼券粽子8款，附加38种品味，有
跑海鸭蛋花猪肉粽，还有素粽、虾米
粽、红鱼粽、野生鲍鱼粽等，价位从每
个8元至38元不等，能够满足不同层
次的消费需求。

2017年端午来临之际，“那大粽
子”与海航深度合作，在海航日月广
场打造一场盛大、空前的粽宴，持续
时间20天，展示多达80种“那大粽
子”产品，同时，提供野生粽叶、火山
岸糯米、跑海鸭蛋等食材，让市民体
验包粽子的乐趣。

（本版策划/撰文 周月光 李珂）

粽子电子券是怎么回事？

世界厨王加盟“那大粽子”

扫二维码，关注那大粽子微信公众号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儋州粽子从传统小产品走向现代
大产业，涌现出一批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的现代企业，其中“那大
粽子”是一个典型代表。

5 月 6 日 ，2017 儋 州 粽 子 宣

传推广季活动在海口明珠广场
启 动 ，儋 州 粽 子 27 家 代 表 企 业
带 来 各 种 口 味 的 粽 子 现 场 展
销。

活动现场一块展牌引人注目，
顶上是儋州粽子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标识和中国粽子美食之乡
醒目大字，下面是“那大粽子”商
标，接着是一张绿色的券——2017
那大粽子电子券，券下写着“欢迎
订购那大粽子电子券，随时随地
送，凭券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那大粽子”全国首发电子券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

4000549669
包装精美的“那大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