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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燕情暖动人心

新华时评

■ 张成林

脱贫攻坚，一头牵着干部，一头连
着百姓。干部表现怎么样，百姓心里
都有一杆秤。近日，儋州海头镇干部
林隐高病倒了，人不在村里，可同事想
着他，群众念着他，贫困户说着他的
好，把他当成可以依靠的肩膀。不过，
也有一些扶贫干部，百姓非但不说好，
反而颇有怨言。据省纪委省监委公开
通报，白沙荣邦乡一扶贫干部利用职
务之便公然向贫困户索贿，最终被“双

开”，其涉案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对
于他的遭遇，百姓都说“罪有应得”。

同是扶贫干部，遭遇却大相径庭，
实在让人感慨。而究其原因，则在于
一个用心用情，一个贪图私利。透过
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脱贫攻坚犹
如大浪淘沙，干部的作风、能力成色
如何，经过一番淘洗之后，便可以看
得清清楚楚。只有那些一心为公、务
实负责、积极进取者才能担当重任、
脱颖而出，而那些作风疲软、假公济
私、能力不济者迟早要被淘汰，甚至
被惩处。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揽
瓷器活。这些干部与其尸位素餐，倒
不如主动让贤。

打赢扶贫攻坚战，干部是关键。

扶贫物资的发放、扶贫项目的落实、贫
困群众的识别……千头万绪的扶贫工
作，都需要扶贫干部去奔忙。在脱贫
攻坚中，扶贫干部正是起着枢纽作用
的重要一环。位置重要，权力就大，权
力大就容易产生腐败。正像白沙荣邦
乡的那位扶贫干部，短短4个月，竟向
21人索要24笔钱财，在扶贫形势如此
严峻的当下，竟然还敢如此为非作歹，
足见其作风之恶劣，这也充分说明，保
证扶贫成效必须管好用好干部。

我省近年不断加大对扶贫领域腐
败问题的整治力度，每隔不久，纪委
监委都要通报一批腐败案例，而纵观
这些案例，扶贫干部腐败问题多与
扶贫资金有关。贪污侵占、虚报冒

领、挤占挪用、公款消费……一些干
部为侵占扶贫资金，手段可谓五花八
门。在辗转腾挪中，扶贫资金由“大
西瓜”变成了“小芝麻”。试想，有着
如此信念缺失、利欲熏心的“蛀虫”存
在，我们又怎能确保扶贫政策不折不
扣落实，又怎能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下
一个人？

所以说，对扶贫领域的“蛀虫”必
须严加防范。“蛀虫”多藏于隐匿处，见
不得光。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
墙。当务之急，我们要想方设法将那
些隐藏在基层的“蛀虫”们揪出来，晒
在阳光下。监管部门可借助巡查、检
查等多种方式，对扶贫干部进行及时
跟踪、考察。扶贫实不实、到不到位，

百姓感受最深。因此，要多听听群众
的声音，多问问贫困群众的感受。同
时，要畅通群众的举报通道，充分发挥
群众无所不在的监督作用。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严
管的同时，还要将关口前移，为贫困地
区、贫困群众选好“领头羊”，将那些奉
献、为民、有担当的好干部选出来，投
入到扶贫一线。同时，对扶贫干部的
管理态度必须明确，对工作推进有力
有作为的扶贫干部要表扬、鼓励、重用，
对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并不予重用，对
徇私舞弊、优亲厚友、吃拿卡要等腐败
行为，从重从快查处，对监管不力的上
级也要追责。严令之下，我们期待扶贫
干部个个都能为民实干、奋勇争先！

坚决挖出扶贫领域的“蛀虫”

老屋因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要拆除，但房梁上的鸟窝里还有4
只不会飞的雏燕和 7 枚燕子蛋
——浙江省松阳县竹源乡决定等
到燕子孵化、雏燕学会飞翔后再进
行拆除。“老屋的住家已经搬走了，
但只有等这群特殊‘租客’搬走，房
子才算真正腾空。”竹源乡党委书
记陈新军说。

拆迁时，燕子当道怎么办？不
少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让人欣慰的
是，有人为了这弱小的燕子，甘愿延

缓拆迁一个月。这是小题大做吗？
显然不是。这是真正把“堂前燕”当
家人看待啊！燕子无声，理解不了
眼前一幕。可人有智，岂能无视这
护燕深情？敬畏、尊重自然，正是我
们当前的必修课。这正是：

旧屋梁上堂前燕，
人走房留缓拆迁；
冬去春来一家亲，
人与自然共团圆。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给考生出的
一道思考题。今年多份高考作文不约
而同包含了“时代”“青年”等关键词，
这无疑是在这群年轻人的人生新起点
上刻下一个使命：担当大任，和新时代
挽手同行。

踏入考场那一刻，意味着“世纪宝
宝”们将目送自己少男少女的背影远
去，开始以成年人的身份近距离观察所
处的新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文化日趋
多元，人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也要面对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是的，这就
是这个时代的精准画像和你们的人生坐
标，正如绚丽的年纪里有诗和远方，但也
要面对狭小的工位和拥挤的地铁。

但请不要忘记，在庚辰龙年伴着
新世纪钟声出生的你们，注定带着时
代的期许。你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完全吻
合；你们的成长成才，和迈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频搏动。

你们是足够幸运的，因为你们踩
到了时代的鼓点上。但你们认真想过
吗，这样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

1835年，有一个德国小伙子，提交

了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
虑》的高中毕业作文。在文末他写道：

“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
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
美。”他叫卡尔·马克思，至今我们还在
他的思想照耀下前行。

青年向上，时代向前，逆风的方向
永远最适合飞翔。百年前的中国，一
群踏着时代节拍的青年人，用一本《新
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篇章；69年前，
一群从青年时就敢于“到中流击水，浪
遏飞舟”的时代翘楚，让星星之火呈燎
原之势，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40年
前，一群青年人乘着浩荡春风，成为创
造中国奇迹的生力军，让“改革开放”
成为中国最好的名片。无论何时，奋
斗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写给时代的信，绝不会有去无
回。不妨抛一个时光漂流瓶，给2035
年的自己。那时的你，也许在为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欢呼，也许在
为推动了时代的前进而自豪，也许在
为背负着一群人的期许而拼搏，也许
在为挑着一家的幸福而奋力前行。这
些都可以，但首先要把汗水和智慧酿
成美酒，装进生命的酒杯。

是时候了！生在新世纪的你们，既
然背负梦想，就当勇毅前行！ (姜伟超)

“不孝黑名单”值得推广
■ 李英锋

据报道，江西龙南县在表彰宣传一批“身边好
人”“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的同时，也严厉
处置曝光一批不善待老人、不赡养老人的反面典
型，并建立不孝行为“黑名单”制度，对拒不赡养父
母的，由法院纳入失信“黑名单”。

不孝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遗弃、
拒不赡养父母等不孝行为侵犯了老年人的权益，影
响了家庭和睦，伤害了社会伦理。父母有抚养未成
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两种
义务相互对应，构成了亲子契约关系。百善孝为先，
孝道也属于诚信的范畴，不孝就是伦理失信。

从法律角度看，拒不赡养父母，拒不履行支付
赡养费等法律义务，其性质与拒不偿还借款的性
质是一样的，都是“老赖”的表现。如果一些人拒
不执行法院作出的要求履行赡养义务的判决、调
解，就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法院将这些不孝之人拉
入“黑名单”，既合情又合法。

实际上，之前一些地方的法院已经有了将“不
孝老赖”拉入“黑名单”的先例，曾引发舆论关注和
热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建立“不孝黑
名单”制度，这意味着社会已经逐步形成用法律和
征信机制惩戒不孝行为的共识，意味着以“黑名
单”制度为核心的征信机制日渐成熟与完善。

“不孝黑名单”具有道德和法律双重功能。谁
进了“不孝黑名单”，就相当于被贴上了“不孝”的
负面标签，就会遭受社会评价的“减分”甚至“降
级”。在熟人社会，这样不光彩的事会给涉事者带
来不小的精神压力。“老赖黑名单”的主体功能是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如果因为不赡养父母而受
到信用惩戒，投资、贷款、坐高铁、坐飞机、旅游、住
宿甚至子女上学等都受到限制。道德和法律的双
重压力就好像两个“紧箍咒”，能够倒逼和督促伦
理失信者履行赡养父母等义务，对其他人也能产
生震慑、教育作用，进而预防伦理失信行为。

因此，希望各地都能尽快探索和建立“不孝黑
名单”制度，希望“不孝黑名单”能给家庭带来更多
的孝道与和睦，能给为人父母的老年人带来更多
福祉。

@新京报评论：防冒领养老金，需
相关部门数据共享。今年上半年，安徽
省在利用公安厅人口注销信息与省本
级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信息进行比
对时，发现约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
员。这是因为，民政部门掌握殡葬信
息；公安部门掌握人口注销信息；医疗
机构掌握老人健康及就医等信息。之
前，相关部门及机构之间都存在信息壁
垒。因此只有打通相关部门的数据以
实现共享才能防止养老金被冒领。

@法制网：消费正能量的“准考证
丢失”谣言该消停了。高考期间，一条

“刘明炜同学准考证丢失”的消息又传
开了，总有好心人见了立即转发后中
招，话费莫名其妙地被扣除。此类谣言
之所以年年发生、屡屡得逞，无疑是利
用了公众一贯的同情和善意。除了网
友要加强分辨能力之外，也希望有关方
面能及时辟谣、治谣，有针对性地进行
治理，对最初造谣者依法严打重罚。

@央视网：外卖平台年消耗73亿
个塑料包装袋，“限塑令”形同虚设？
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
塑料袋约 147 亿个，而国内三大外卖
平台一年至少消耗 73 亿个塑料包
装袋，加起来远超每年节约下来的塑
料购物袋。 （张 辑）

和新时代挽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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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质监系统着力推动认证认可工作，强化证后监督，促进我省认证认可事业健康发展

认证认可：助力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认证认可：

在供需之间传递信任机制

众所周知，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包
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共
4项内容。这4项内容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技术链条，不仅给质量提供支
撑，更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社
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基
础。

同时，认证认可是国际通行的质
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是世
界各国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技术性措
施，是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技
术基础。

CCC认证、UL标志、有机产品、
ISO9000体系……这些耳熟能详的
名称，都与认证认可这个概念联系在
一起。

认证认可，是由独立第三方证明
产品、体系、人员或机构符合要求的合
格评定手段，满足了人们对于质量安
全和交易便利的期望，从源头上提高
质量，在各方之间传递信任，具有独立
性、专业性、国际化、市场化等特点，因
而获得广泛应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将认证认可与计量、标准一起，作为国
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三大支柱。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之一的
认证认可工作，要通过在供需之间传
递信任机制，服务市场监督。在质量
提升行动中，有关部门要切实发挥强
制性产品认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这些准入把关的作用；同时又要促
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满足
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让消费者能够
更多享受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增加
高端质量供给，打造“海南质量”“海
南品牌”。

积极推动认证认可工作
服务海南经济发展

据悉，我国是世界上开展认证
认可活动最广泛、颁发证书和获证
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已全面加入
世界上所有的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
多边互认体系，并与相关国家和地
区签订104份双边合作协议，在国
际认证认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企业进
入国际市场和中国装备走出去提供
了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安排。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颁发有效
认证证书 154.1 万余份、出具检验
检测报告 3.3 亿余份，证书结果通
行于世界上95%以上的经济体。

近年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加强
与相关方面协调，积极推动拓展我省
认证事业发展。2017年全省新增管

理体系认证企业199家，扩项企业2
家，新增3C认证企业5家。目前，我
省共有获证组织2220家共3811张
证书。其中，强制性认证获证组织
164家，证书664张；管理体系获证组
织1650家，证书2419张；其它证书
728张。

据介绍，按照《海南省质量发展
纲要》的要求，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
认证认可工作纳入了海南省贯彻落
实质量发展纲要2018年行动计划，
明确工作任务、责任部门，加强指导
和监督检查，切实推进我省的认证认
可工作，充分发挥认证认可在提升企
业管理水平、服务和保障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

完善认证监督体系
深化证后监管工作

在积极推动拓展认证工作的同

时，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切实加强认证
认可证后监督工作，继续做好管理体
系、有机产品、强制性产品及检验机
构检验检测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是开展电线电缆产品获证企
业监督检查工作。我省共有电线电
缆11家企业，其中，有2家企业因证
书暂停且迁址重建而停产。检查中
发现问题12项，督促整改12项。对
9家电线电缆企业30个批次的产品
进行抽检，检出1家企业 2个批次的
产品不合格。

二是组织做好2017年海南省电
磁灶产品强制性认证监督抽查工
作。根据认监委的部署，我省制定了
《2017年海南省电磁灶产品强制性
认证监督抽查工作方案》，开展强制
性认证电磁灶产品的市场监督抽查，
共抽查18家生产企业的40批次产
品，产品质量实物合格率95%，对监
督抽查产品不合格的企业交由属地
质监局依法进行了处理。

三是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监督工
作。为加强对有机产品认证的监督，
促进认证活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我省11家有机茶
企业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同时，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还加强
对获证机构的证后监督检查。一是
继续组织开展我省获证机构专项监
督检查，配合国家认监委抽查文昌市
疾控中心等5家食品检验机构，海南
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等4家综合类机
构，海口安捷美灵等5家机动车检验
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检测机构
继续符合国家法定要求，提高其出具
科学、可靠检测数据的能力，提高检
测机构检测水平。二是组织开展全
省检验检测机构证后监管工作，在组
织全省获证机构开展自查的基础上，
采取飞行检查的方式对全省8家水
质检验检测机构开展重点检查，取得
了预期效果。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建立
了认证认可制度，通过采用社
会各方都认同的质量管理方
法和评价结果，建立并传递信
任，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
本，实现“一张证书，社会承
认，全球通行”。2007年，世
界两大国际认可合作组织―
―国际认可论坛（IAF）和国际
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
将每年6月9日确定为“世界
认可日”，旨在推动认证认可
在全球的广泛发展。今年“世
界认可日”我国的主题是“认
证认可——传递市场信任，服
务市场监督”。

目前，我国将认证认可定
位于现代服务业、高技术服务
业、科技服务业，30多部法律
法规、20多个行业部门、100
多部发展规划明确建立认证
认可制度，采信认证认可结
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认
证认可、检验检测的作用日益
凸显。

近年来，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按照“围绕质量提升，提高
供给质量”的要求，着力推动
拓展认证工作，深化证后监督
工作，促进我省认证认可事业
健康发展，助力海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之一，在
1987 年 提 出 的 概 念 ，是 指“ 由 ISO/
TC176（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
量 保 证 技 术 委 员 会）制 定 的 国 际 标
准”。该标准可帮助组织实施并有效运
行质量管理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通用
的 要 求 和 指 南 。 我 国 在 90 年 代 将
ISO9000 系列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随
后，各行业也将 ISO9000 系列标准转化
为行业标准。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有 70
多个国家直接采用或等同转为相应国
家标准，有 50 多个国家建立质量体系
认证/注册机构，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
贯标和认证“热”。全球已有数百万家
工厂企业、政府机构、服务组织及其它
各类组织导入 ISO9000 并获得第三方
认证。

什么是3C认证？

3C认证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简
称，3C认证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 因为
3C认证是对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实施
准入性质的管理制度，所以它具有法定
性、强制性。据了解，目前我们国家的强
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一共是20大类158种
产品，其中大部分都跟我们的消费者直
接相关，比如汽车、手机、家电、儿童玩具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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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小知识

5月29日至30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ISO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
标准培训班，为三亚市旅游服务企业开展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