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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评价体系激发人才活力
■ 魏燕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李云勇

观察

月饼“早产”
警示监管提档升级

■ 龙敏飞

严打“天价”择校风

黄鹤楼“夜游”是个好示范

“12 万元起步，每差一分
5000元”“前几天报价 25万元，
现在涨到30万元了”“钱交晚了
就没名额了”……这宛如拍卖
会现场一样的场面，出现在重
庆市一些重点高中的招生过程
中，让人在大跌眼镜之余，也深
感痛心。

“天价择校费”扰乱招生秩
序，伤害教育公平，也容易滋生和
孕育教育腐败。每年招生季节，
教育部门都要反复重申不准收取

择校费。但令行禁不止，在不少
地方、不少学校，尤其是重点学
校，“天价择校费”仍然在“地下”
大行其道，甚至还出现像重庆这
样的“竞价”的情形。对这样的
择校费乱象，一定要从严查处，对
相关责任人加大追责力度，提高
违规成本。同时，也要加快推进
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从根本
上遏制“择校热”，规范招生秩序，
还校园一片净土。

（图/朱慧卿 文/魏燕）

中秋将近，有消费者发现 9 月 6 日购买的月
饼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竟为 9 月 10 日。如此
的“早产”月饼是怎么上市的？食品标签标识“挂
羊头卖狗肉”等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成为老百
姓的糟心事。

对于这一次的月饼“早产”事件，据《半月谈》
报道，相关企业表示：“该批月饼是由于新来职工
操作新购进的包装机时，错误输入生产日期为9
月 10 日，手动调换日期时未能消除‘0’，导致该
批次月饼的生产日期标记错误。”这样的“误操
作”完全可以理解。无法理解的是，这样“误操
作”的月饼，是如何通过层层把关、层层审核、层
层监管进入市场，又被消费者买到的？这才是问
题的核心。

因为在相同或相似的出厂程序、监管语境下，
会不会有人以次充好？会不会有无良商家浑水摸
鱼？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很难被排除的。或者说，
也很难给消费者足够的信心。在坊间，甚至还有

“被抓住了就小罚一笔，没抓住就大赚一把”的说
法。这般现实，不仅是对法律法规的挑战，更是对
食品安全的藐视。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
产经营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
以下罚款。”食品标签标识违法个案通常涉案金额
不高，也让一些不法企业心存侥幸。

对于“早产”月饼，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必须
有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若真的只是标签问题，
那就按照相关规定处罚；若还存在其他违法行
为，则必须拔出萝卜带出泥，以形成必要的震
慑。对监管部门来说，一则要加强“产前检查”，
让食品的出炉多一层监管，以期让其“多一分安
全”；二则要畅通投诉举报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
群众监督的力量；三则加大商标违法的力度，让
不法商家不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而是遵循实事
求是的基本原则；四则还要强化基层监管队伍建
设，组建职业化食品检查员队伍，提升监管能力
与监管素养。

“早产”的月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警
示，警示我们在食品安全监管的每一个环节，还
应该更加精益求精一些，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呵
护“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加安心地
尽享美食带来的幸福感。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国家
5A级景区、武汉地标黄鹤楼将开放夜
间游览。这是黄鹤楼 1985 年重建落
成以来首次开放夜间游览。（9月28
日新华社）

黄鹤楼 1985 年重建后首次开放
夜间游览，事小意义大。

这是一个创新旅游分流的好示
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景区都可能
采取限流措施，比如有的景区采用预
约制。游客预约制，只是方便了景区
的管理，却没有很好考虑游客的利益，
有拒人千里之外之嫌，让游客失望而
归总是不好。分流只有预约一种方法
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思路一变天
地宽，黄鹤楼白天美丽，夜晚也美丽，
同样是分流，鼓励游客夜游黄鹤楼就
显得温馨多了，而且还可增加客流量。

这是一个宣传旅游景区的好示
范。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对摄影
师特别友好，因为婺源是广大摄影师
聚集扎堆宣传出来的美丽景区。可供

摄影师打卡美丽景区为什么一定是乡
村景区，为什么不能是城市景区？城
市景区同样可以做出好文章。面对万
家灯火下的黄鹤楼，摄影师们一定能
挖掘出多彩多姿的美丽夜景。

这是一个拉动旅游经济的好示
范。5A级旅游景区放下身段，以游客
为中心，白天可以“打卡”，夜晚也可以

“打卡”。开放夜游期间，把声、光、电
融入艺术表演，黄鹤楼将上演大型实
景光影秀《夜上黄鹤楼》。游客既可深
入体验黄鹤楼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也
可登楼赏月或纵览长江灯光秀，从全
新的视角体验“大江、大湖、大武汉”的
雄奇隽美。新视觉助力，城市旅游展
现出新活力。

景区空间受限制，景区时间有潜
力，黄鹤楼开启“夜游模式”，创新开
路，科技助威，让旅游插上腾飞的翅
膀，也将为国内景区开辟出一条旅游
发展新路来。发展夜旅游，点亮景区
美，相应地，广大游客也会留下来；发
展夜旅游，点亮城市美，白天夜晚都是
景，分流增流两相宜，就能让旅游大放
异彩，让经济大放光彩，让生活更美
好，让中国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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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
才，“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全面
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近日，海南省委
人才办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
次人才分类标准（2020）》（以下简称

《分类标准》）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高
层次人才认定办法》（以下简称《认
定方法》），着力构建更加科学、规范
的人才评价体系，分类精准评价和服
务管理高层次人才。这是海南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

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又一有力举
措，对激发人才活力、为自贸港建设
吸引更多更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具有
重要意义。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
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
之才；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最突出的短板是人才、最紧缺的
资源也是人才。而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境是良好
的体制机制。《分类标准》和《认定方
法》正是对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的改
革创新。它的制定实施，使得高层
次人才服务政策更具针对性、可操
作性，有利于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广
聚天下英才，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突出全领域人才评价，契合了自

贸港建设实际需求。《分类标准》将人
才标准覆盖到各个领域、各个类别，
不分本地外地，不分国籍岗位，不管
你是农民，还是网红，只要符合条件，
都可以纳入人才评价范围。如此开
放、包容的人才标准，传递出明确的
需求导向：自贸港建设需要什么人
才，就精准评价和引进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如此不拘一格的人才标准，必
将发挥“英雄帖”和“风向标”的效果，
吸引各行业、各领域、各类型的人才
投身自贸港建设，让各类人才各尽其
用、各展其才。

以薪酬水平为主要指标，突出了

市场导向。《分类标准》明确提出，在市
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尽可能采取
薪酬税收标准评价人才。这就意味着
把评价人才的“话语权”交给了市场，
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去发现人
才、评价人才，让市场主体在人才评价
管理上起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的
人才标准，能充分激发人才的工作热
情和积极性，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
力，也有利于形成充分竞争、人人向上
的良好氛围。

破除唯“帽”倾向，体现了创新思
维。《分类标准》不将“帽子”作为各领
域人才评价的普遍要求，这是对传统
人才评价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创
新，突出了以能力、实绩、贡献为导向

的评价机制，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人才
引进渠道，形成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
良性互动与循环，为自贸港建设提供
源源不断的智力供给。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作为人
才管理服务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分
类标准》和《认定办法》为新形势下
人才分类和评价提供了重要遵循。
让利好政策尽快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需要相关各方结合实际，积极做
好配套服务工作，推动政策尽快落
地见效，不断强化海南的人才磁场
效应，吸引各类人才来海南干事创
业，在海南收获更多获得感、归属感
和成就感，共同创造自由贸易港更
加美好的明天。

微评
@中国纪检监察报：圈子画不

出完美人生。把不法商人视为自家
兄弟，为了所谓的兄弟情不惜出卖
国家利益…近年来查处的多起违纪
违法案件中，倒在“朋友圈”，毁在

“兄弟手”的例子不在少数，“全家
齐贪腐”“举家进监狱”的也不鲜
见。“圈子”背后是错位的人生观权
力观。把社会关系、亲情关系利益
化，混淆了公与私的界线，表面上
是亲情至上，实质上是公私不分、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种利用职
务和职权影响维系的圈子，再圆再
多也画不出完美的人生；所有被围
猎的甘甜，到头来不过是苦酒一杯，
再多的圈子都是虚幻的泡影。

@广西日报：谁来保障小区公
共收益阳光透明？小区有不少公共
区域，如电梯间、地面停车场等，可以
产生不菲的收益。这些公共区域获
得了多少收益？用到了哪里？对于
很多小区来说，公共收益很可能是一
笔巨款，且与业主有直接利益关系。
法律法规更趋重视维护业主的合法
权益，但真正把权利从纸面变成现
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业主“无暇自
救”和物管“缺乏自觉”，仍将在一段
时期内存在。这一现状之下，职能部
门主动作为，非常必要。 （魏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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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国际免税城“立标杆树典型”，为顾客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擦亮免税金字招牌

顾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本版图片均由 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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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亚国际免税城始终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
向，将提升顾客的免税购物体验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实抓
牢。在企业运营管理中，三亚国际免税城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通过树立服务典型、店内带教培训、店铺模拟细节
补漏、加强员工心理辅导、弘扬服务精神等多项举措，为
顾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自2014年开业以来，三亚国际免税城凭借良好的
企业形象及口碑，已连续多年被评为诚信示范企业。三
亚国际免税城坚持突出典型创建，针对收到过消费者感
谢信和锦旗的员工及时给予嘉奖，对于遭到顾客投诉的
员工在核实情况后给予相应处理，以促使员工积极投身
到提升顾客满意度的行动中去，确保为顾客提供优质的
购物体验。同时，在店面服务方面，三亚国际免税城以
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推出丰富的品牌活动，通过
不断优化对顾客的服务举措，实现服务品质升级，采取包
括增设人员服务快速通道，引入移动收银技术，增加分拣
仓库面积和当日急件快速分拣专用通道，增加人员招聘

和培训力度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形成了以“提升顾客服
务”为主导的浓厚氛围，为持续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提供
了内生动力。

此外，针对政策调整后客流量和销量猛增，三亚国
际免税城高度重视客户体验方面的市场动态，专门成立
服务体验优化工作小组，从店面收银环节、线上下单提
货、舆情监测、客户服务等方面梳理细化工作流程，研讨
制定优化方案。在提升顾客服务的同时，为保障顾客购
物安全，三亚国际免税城在重要节日节点前积极开展安
全大检查，针对店内设施设备，安全台账等相关内容进
行全面排查，以确保为顾客提供安心、舒心的购物环境。

一直以来，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企业运营，服务为先”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抓手，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提
升服务质量为使命、诚信经营为基础，创新服务体制机
制，稳步推进高品质免税服务体系建设，全力打造良好的
免税购物环境。

（策划/严玫 撰稿/三亚国际免税城提供）顾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