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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诊入医保顺民心
如今，上网寻医问药，足不出户解决

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和康复期的咨询问
诊、在线看病开药的需求，已成为一种省
时省力的医疗服务新方式。随着“互联
网+医疗”的发展，因地区医疗发展不平
衡所导致的医疗服务鸿沟也正在缩小。

在这种形势下，审时度势，因势利
导，推动将互联网看病也纳入医保报销
范围，可谓顺应时势、合乎民意。将网
上看病纳入医保，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人
们互联网就医的积极性，大大减轻医院
医师和本部门诊的压力，同时减少门诊
的“拥堵”，从而提高诊疗效率和就医体
验。此外，将网上看病纳入医保，并不
会显著增加医保负担，反而极有可能降
低总体支出。但若网上就医不给报销，
许多患者仍不得不到医院门诊看病，不
仅让患者付出过多的就医成本，而且

“网诊”的意义和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互联网医疗是大势所趋，而健全互

联网医保体系势在必行。希望网上看病
进医保能够尽快实现，减少患者网上
就诊的负担。 （徐建辉）

（摘编于11月8日《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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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据报道，海口不少幼儿园和早教中
心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现象。一些蒙
氏教育班多是宣传噱头，各式“纯蒙”“半
蒙”课程教育鱼龙混杂，不仅收费差距巨
大，幼儿园的教师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一些幼儿园为招揽生源，打出了各式各
样的洋旗号，让很多家长摸不着头脑。

为提升自身竞争力，一些幼儿园及
早教中心努力求新、求特，在寻求“高大
上”之路上渐行渐远。例如，用“国际”招
牌为自己贴金。一些幼儿教育动辄“国
际”，诸如国际教育、国外理念等已成办
学必备，可以说是“无班不国际”。“国际”
之外，再向“特色”发功。别人有绘画、跳
舞，我就要有少儿马术、高尔夫，一山更
比一山高。

在幼儿教育渐趋“高大上”背景下，
一系列教育概念、理念滚滚而来。给人
的感觉是，幼儿教育越来越“专业化”，如
果不事先补补功课，甚至很难跟园方对
上话。有人甚至调侃，我大半辈子没学

会的东西，几岁的小儿全学了。只是，让
人忧心的是，这样的幼儿教育究竟有多
大成效？事实上，在幼儿教育国际化、特
色化背景下，一些教师尚且本领恐慌，穷
于应付，更不要说因材施教教好孩子了。

所以，笔者以为那些“高大上”的教
育理念、教育特色，与其说是为了教育
好孩子，倒不如说是“秀”给家长看的。
幼儿教育炒“概念”、炒“特色”，归根结
底，是为了迎合家长需要，进而抬高自
身“坐地起价”的资本。“高大上”并不意
味着“接地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
前的幼儿教育已然成了园方与家长的

“对手戏”，而其主角——幼儿的真实需
求，则有意无意被忽略、搁置。

幼儿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孩子
健全的人格。国外的教育理念固然先
进，但也要有一个本地化、“接地气”的过
程，否则就会酿成“水土不服”；过度专注
于某一兴趣、技能的培养，则会造成教育
碎片化，影响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技能
可以一项项学，兴趣可以一个个培养，但
人格一旦跑偏，就很难再纠正。因此，幼
儿教育万万不可只顾“高大上”，生拉硬
拽玩概念、弄噱头，而是要贴着孩子成长
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幼儿教育别拿噱头装门面

领导干部
也要学会讲好故事
■ 刘雅鸣 宋晓东

日前，在庆祝第19个中国记者节、河南省“好
记者讲好故事”现场，13位新闻工作者分享完自己
采访中的故事和感悟后，在场的一位省委领导情不
自禁地走到台上，讲述了自己的两则小故事——

走访基层，聆听一家三代石油工人几十年如一
日在我国海拔最高的油田坚守如初、奋斗不止的故
事；自己返家探望八旬父母，一进门得知玉树地震，刚
出锅的包子，吃一个、揣上俩，赶往机场、奔赴灾区。

生动的细节、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打动
了听众，引发了共鸣。

故事比逻辑更有说服力。讲好故事，不仅是
新闻媒体的任务，也是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
的本领。平实的语言里往往蕴含最深刻的道理，生
动的讲述最能引发情感共鸣，好的故事最能荡涤心
灵、最能催人奋进，而这正是群众最想听到的。

近些年来，不少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好故事
的魅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开始用生动的讲述传
递声音、思想和情感。但也有个别干部，习惯讲话
发言堆砌空洞说教，开口就是大道理，有激情没真
情、喊口号不走心。空话讲多了就会蚕食真情实
感。台上夸夸其谈、张口便是“八股文”，台下难免避
实就虚、缺乏担当。不会讲故事，说穿了是因为不
会听故事甚至听不到故事。个别领导干部精于纸
上调研、文件考察，离群众却越来越远，入耳入眼的
是苍白口号和冰冷数字，心里自然就存不下什么故
事，久而久之对火热生活的感受力也就日渐淡漠，
说出的话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又如何去感染别人？

讲好故事表面上是表达能力的体现，是话语
体系的转换，但本质上是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的
转变。要讲好故事，就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放下身
段、“不端不装”，用一颗真心对待工作，用一份真
情面对群众。深入基层才能听到好故事，和群众
交心才能讲出好故事，会讲故事才能将“高大上”
的理念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家常话，让
党的方针飞到田间地头、灶台炕头，印在群众心
里，转化为凝聚力、向心力。

一段好故事，能引起共鸣和回味；一段好故
事，能激荡起初心与干劲。在新时代的中国，到处
都是生动感人的好故事，领导干部也应该有一双
发现好故事的眼睛，有一份讲好故事的真情，以事
说理、以情感人，用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凝聚起
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观察

据媒体报道，郑州市惠济区大
河路办事处几年前搬进一栋气派的
大楼里办公。该办事处在编职工共
有54名，却占用了1至5层3000平
方米的办公场所，远超国家规定。
更奇怪的是，这栋政府办公大楼是
自建还是租赁？记者多次询问该办
事处，却无人答复。

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
设标准》的规定，县级及以下机关
办公用房，编制定员每人平均建
筑面积为16～18平方米，使用面
积为 10～12 平方米。按此标准
推算，大河路办事处办公室的建
筑面积总和不应超过 972 平方
米。而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

理办法》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办公
用房建设、使用、维修、处置利用、
运行费用支出等情况，都应当在
政府门户网站等公共平台定期公
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而对于
超标准的办公用房，要统一配置、
统一处置。该办事处办公用房超
标，不仅不积极整改，还以各种形
式拒绝舆论监督，理应受到严肃
处理。这正是：

小小街道办事处，
办公用房逾规矩。
不思整改拒监督，
如此作风当严处。

（图/闵汝明 文/饶思锐）

用房超标当严处

想要持好家，就要算好账，这是众
所周知的道理。一个家庭，如果账算
得好，量入为出，那么生活就可以稳定
向好；如果账算不好，支大于出，那么
这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困顿。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地区，
“算账”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个地区要
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着一个算账的
问题——既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
政治账。对于正在加快推进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的海南来说，同样如此。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将促进海南经济腾飞，让
海南更好发展起来，这是谁都能看懂

的经济账。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不
仅能让全省人民受益，还将进一步彰
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
个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这是我们要算好的政治账。

账如何算，每个人心中都有各
自的主意。当下，对于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
的人仍有不少。例如，有的人提出，海
南要抓住这次重大机遇，大力发展一
些赚钱快的产业，如博彩业、房地产业
等；有的人提出，要向香港、新加坡看
齐，一步到位搞自由贸易港，等等。这

些都是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
的表现。这些观点初看好像有些道
理，细思却都要不得。只算经济账不
算政治账的教训，海南历史上曾发生
几次。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震动全国
的汽车走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发展的惨痛教
训，决不能再重蹈覆辙。

当然，在算好政治账的同时，经
济账同样不容忽视。政治账归根结
底，还是要通过经济账来体现。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快海
南发展，给全省人民谋得更多实惠，

增强各方对海南发展的信心，放大中
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积
极效应。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如果这笔经
济账算不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将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出发，
我们需要仔细算好经济账。就当前
的海南而言，算好经济账需要我们坚
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准产业发展导
向，着力解决我省经济发展中产业结
构不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
距较大，民生保障水平偏低，群众获
得感有待提高等问题。

算好政治账，我们才能明确方向，
算好经济账，我们才能找到动力。海
南岛要好好发展起来，就要把经济账
和政治账都算明白、算清楚，这是对海
南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的重大考验。算好经济账是基础，算
好政治账是要求，这需要我们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
办事情，把党中央大政方针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要坚决贯彻新
发展理念，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
前列。

既要算好经济账 更要算好政治账
——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系列谈⑥

■ 本报评论员 邓瑜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安明 美编：张昕

2008年，原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海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某偷逃国家税款。原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据此线索即刻展开调查，于2008年8月对该案进行
立案检查。

税收“黑名单”制度有效优化我省营商环境

联合惩戒欠税“老赖”维护税收执法刚性
一 案件情况 二 案情分析

1 接到举报，准确查处

2 依法行政，遭遇“老赖”

3 部门联合，严厉制裁

经检查涉案企业银行存款账户，发现该
公司的收入款项中有一笔 500 万元的央视
版权转让收入未进行纳税申报，少缴营业税
及附加 27.5 万元，少缴个人所得税 13.5 万

元，合计 41万元（不含滞纳金）。2009 年 11
月 26 日，原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依法
对该公司作出追缴 41万元税款的行政处理
决定。

税务执行部门按照规定向该公司送达《税
务处理决定书》，并耐心向被执行人详细解释税
法有关规定。然而，在规定缴款限期内，被执行
人并未作出任何主动缴纳税款的表示。在首次
超过缴款规定期限后，税务执行部门立即发出
催缴通知书，再次要求被执行人按时缴纳税款
及滞纳金，却遭遇“老赖”。被执行人时而找各
种理由推卸责任，时而玩失踪拖延时间。

在税务执行部门的不懈努力下，被执行人
最终以书面形式向稽查局作出承诺，同意分期、
分批缴纳所欠税款及滞纳金，不过并未兑现。
税务执行部门依法申请查询该公司的银行存款
账户，并到相关部门调查其财产登记情况。经
核实该公司银行账户既没有存款，也没有财产
登记。时间一天天过去，被拖欠的税款仍未缴
纳入库。

被执行人涉嫌偷逃国家税款，在其名下无
财产可执行的情况下，原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充分利用联合惩戒措施，依法向公安
部门移送该案件。2015年9月16日，公安机关
依法阻止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出境，同时海
口市公安局向检察机关申请对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某实行强制措施，后改为取保候审；2017年9
月25日，税务机关依法将该公司列入税收“黑
名单”。最终被执行人因其纳税信用失信行为
被多部门采取联合惩戒措施，与其社会信用相

关的方方面面均受到严厉制裁。
此案执行长达4年之久，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最终因联合惩戒措施的出台和执行，被执
行人于2017年12月11日缴清所欠税款41万
元及滞纳金89万元，以付出其原应缴纳税款一
倍以上的沉重代价收场。在这起案件中，税务
部门果断运用联合惩戒这一利器，打破了“老
赖”的拖字诀，让扰乱税收秩序、困扰执行工作
的“老赖”受到应有的惩罚，切实维护了税收执
法刚性。

税务稽查执行是维护稽查查处成果的
重要环节，从这起案件反映出来的“执行
难”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稽查案件高效结
案的因素之一。多年来，稽查执行部门依
法依规用好《税收征管法》赋予的手段措

施，却仍然难以避免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
作上相同的问题。被执行人通常以提前转
移资产、清空银行账户、承诺后拖延以及失
联隐匿行踪等手段逃避缴纳税款，与稽查
执行部门打“游击战”“持久战”，此类善于

“玩失踪”的纳税失信人员，加大了强制执
行力的难度。因此，对于税务稽查执行部门
来说，以明确的法律法规为抓手，联合外部
力量找到被执行人、控制被转移的可执行财
产才是破解当前执行环节瓶颈的关键。

（一）依法执行，遭遇执法瓶颈

2014年，为了严厉打击此类纳税失信人
员，维护税法遵从度，国家发改委及国家税务
总局等34个部委联合签署《关于对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
忘录》，明确建立联合惩戒机制；2016年5月
30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完善社会信用
机制建设；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及
国家税务总局等34个部委补充完善2014年
联合签署的《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联合
惩戒系列文件的相继出台，对建立多部门间
的有效信用信息交换平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以纳税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支撑点
推行的部门联合惩戒措施，从关系到纳税人
切身利益的社会生活着手，多维度严厉打击
纳税失信行为，借助多部门的强制执法力量
从根本上补充完善了税务稽查执法手段，有
效破解了税务稽查执行难问题，极大地改善
了稽查执行效果。

（二）完善机制，实施立体惩戒

在我国建立健全以纳税信用为主要
载体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大环境下，多部
门联合惩戒措施的出台大大提高企业和
个人的涉税违法成本。其中，纳税人在
被列入税收“黑名单”的情况下，纳税信
用等级会被直接判为“D级”，会受到包括
限制出入境、限制资本市场准入和限制
涉足金融行业等28条惩戒措施；同时，直
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关
联纳税人信用也会被直接判为“D级”，关
联纳税人也同样会在涉及社会信用的各
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随着《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的公布，海南省各级税务部门将紧密结
合本地区改革发展实际，不断以切实行动加
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等34个部门联合签署
的《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等文件精神，以勇
于担当的责任感积极推动联合惩戒制度创
新，有效助力税务稽查执行工作。通过进一

步打通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多部门合作机制，
完善税收信用体系及社会信用体系，持续向
部分试图挑战法律底线的纳税人传递出“失
信必处 违法必究”的警示信号，坚定地采取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联合惩戒措施打击纳

税失信行为，重点打击虚开骗税等涉税违法
行为，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为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作出税务部门应有的贡献。

（本版策划/统筹 裴林 一豪 吴芳玲）

（三）推动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