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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绩效管理把民生实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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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里生长不出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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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店小二”式服务感受春运的变化

高等教育普及率助推地区发展质量

点

击广东

或许有人说， 从进化

历史上看， 每一个物种都

可能灭绝， 旧的物种灭绝

为新的物种提供了生存的

机会。当下的问题是，生物

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丧失。 近代物种的丧

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加

快了 1000 倍，比形成速度

加快了 100 万倍， 物种的

灭绝速度由大致每天一种

加快到每小时一种。

———经济日报：《长江

白鲟悲歌呼唤更多保护行

动落地》

协商就要真协商，理

不辩不明。 每个人讲出各

自角度的看法， 也学会站

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不

可能不擦出点“火花”。 如

果大家都走过场， 给出的

数据不核对， 讲出的案例

不求证， 观点不进行相互

磋商，那自然会看到“一团

和气”的样子，但这样子开

会只是浪费时间。

———长江日报：《两会

不必“一团和气”》

正直而有良知的会计

师事务所， 秉承会计真实

的原则，不会为尊者讳，不

会刻意粉饰太平的， 那么

换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就能

做手脚而让有问题的上市

公司的业绩亮丽起来吗？

“丑媳妇”调换“公婆”就能

变漂亮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上市公司不找回诚信

的本源，不在经营上改善，

不在内生动力上强化，而

是继续上演招摇过市的闹

剧， 接下来签约的会计师

事务所无论是哪家， 还会

坚持会计真实的原则，不

一定为上市公司抬轿子而

出具违心的审计报告。

———证 券 时 报 ： 《超

70

家上市公司欲换会计

师事务所不是好苗头》

◎

木木 辑

昨日上午， 广东省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披 露 了

2020 年广东十件民生实

事， 其中涵盖了增加学前

教育公办学位、 推进疫苗

冷链配送， 和重点区域饮

用水工程建设等一大批民

生“大礼包”。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2020 年广东十件民生实

事，“置顶”的是“增加学前

教育公办学位供给”，包

括：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100 万个、 公办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 50%、 公办

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80%以

上。在“二孩时代”，破解入

园难、入园贵难题，是一个

事关千万家庭获得感幸福

感的重大民生议题。 由是

观之， 今年十件民生实事

够细、够实。

既尽力而为， 又量力

而行，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年十件，十年就是百件，

一件一件办下来， 民生就

能得到大改善。 以连续写

入年度十件民生实事的全

省城镇、 农村低保对象最

低生活保障为例，2018 年

标准分别是每月 503 元、

228 元 ；2019 年 提 高 到

554 元、251 元；2020 年的

目标是 609 元、276 元。

实事要办好， 好事要

办实，非但要投钱，还要用

心经营。民生实事，事关百

姓福祉，老百姓也在盯着，

更要用心办好。 若说对民

生实事有什么期待， 我认

为， 要避免从前的粗放式

管理，用绩效管理手段，把

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

益。观察往年情况，会发现

一种现象： 有的地方或部

门上半年才完成项目年度

计划的 20%、30%，到年终

就 100%甚至超额完成了。

当中是否存在赶进度甚至

充数现象？如果是，项目质

量是否有保障？

高质量办好民生实

事，绩效管理是必由之路。

一是责任到位， 领到民生

实事“任务书”的地方和部

门， 要绘制时间表和线路

图，并严格按照责任分工，

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认

真做好实施中的组织、协

调、落实工作，确保民生实

事项目按计划如期完成。

二是检查到位， 责任单位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 定期

开展自查自纠， 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三是绩效考评

到位。 要把民生实事项目

的实施情况、 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等作为考核内容，

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

并作为奖惩的依据。同时，

进一步提高民生实事办理

过程的透明度， 接受公众

监督和舆论监督， 共同办

好民生实事。

国内已有一些地方试

水绩效管理， 以破解民生

实事项目监督不及时、专

项资金使用不透明、 部门

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

等难题，取得一定效果，可

作参考。

◎

连海平 媒体人

农历年尾系一年嘅终结，

亦系好多东家同打工仔解约

嘅节点。 无论老板定伙计，如

果唔想再合作落去，只需谈妥

条件，依约补偿，过年前就可

以一别两宽啦。

呢种公平嘅制度， 如今被

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佢嘅

实行亦不过70年光景。 70年之

前， 广州嘅职业制度系由一种

“动物”控制嘅，佢就系“无情

鸡”———年关尾牙时，老细将鸡

头向住边个，边个就要走人。打

工仔非但无补偿， 更无半点人

格尊严，所以谓之“无情”。

更无情嘅仲有“写定辞职

信”，出自长堤嘅先施公司。老

细规定，伙计入职时，先要交

一封辞职信俾佢保管。万一边

日， 老细睇呢个伙计唔顺眼，

就将辞职信喺佢面前一怼，呢

个伙计就要乖乖地走人啦。

呢啲制度，尽显雇佣方嘅

强势专断，因为无王管，所以

想点就点，有钱大晒。 打工仔

连声都无得声。

随住新中国嘅成立， 大批

旧社会制度被废止。 呢啲唔合

理嘅规矩亦被新嘅劳资关系办

法所取替， 换成劳资两利嘅双

赢发展理念。并且，喺此后嘅日

子里面， 职业法规进行咗多次

嘅修改，最终变成今日嘅形态。

当中呢段路， 真系走得一啲都

唔容易啊！ ◎

梁倩薇 编辑

据 《人民日报》报

道，2020年春运， 铁路出

行仍是旅客的首选。 相

比往年， 今年铁路春运

呈现出以下新变化：乘

客旅途更顺畅， 不少老

区迎来“高铁春运”，务

工人员集中出行可享高

铁“包车”服务；购票取

票更便捷， 候补购票和

电子客票全面推广；候

车换乘更温馨， 智能服

务措施越来越多。

年年春运， 不变的

是如海的人潮， 而不断

变化的是“更上层楼”的

服务。 这些服务，来自铁

路角色的转变，从“铁老

大”变身“店小二”，才能

更加敏锐地发现春运的

需求点。

春运承载着亿万人

的乡愁， 这个节点上的

“行者”， 比任何时候都

更敏感也更“脆弱”。 别

看大包小包，肩扛手提，

这份倔强的背后， 恰恰

是群体性的“柔弱”。 打

拼了一年， 踏上归乡列

车， 能够体面地回家是

他们内心渴求的“尊

严”。 而出行体验的改

善，就在于“店小二”不

断捕捉市场情绪， 并尽

可能满足需求。

不管是“高铁 ”包

车，还是电子客票；不管

是候补购票， 还是智能

化出行， 措施都是奔着

需求而去， 服务都为纾

解出行焦虑而来。 这既

是市场需求的鞭策，更

是聚焦出行服务难点的

创新与守正。

我们看到，穿行于神

州大地上的，既有朝发夕

至的高铁，也有公交似的

慢火车； 既有扶贫专列，

又有高铁包车。快与慢的

协调，公益与“定制”的共

存， 实现了一种出行平

衡，每个需求点都能有对

应的服务匹配。 如此，才

让春运之路不那么“焦

虑”。“一票难求”虽然还

未能完全破局，但每年都

有缓解的惊喜；旅途虽然

劳顿，但安全与舒心也在

一路相随。

◎

陆玄同 国企职员

广 东 省 “两 会 ”

上， 教育议题是热点之

一。 继多位省政协委员

建议体育入高考之后，

又有

“省人大代表建议

在中小学推行文学教育

课”

（《信息时报》 1 月

14 日）。 两个建议， 都

与素质教育有关。 前

者 ， 关注的是身体素

质； 后者， 关注的是人

文素质。 体育入高考的

意义， 昨天本版已有评

论， 这里不赘述。 文学

进中小学课堂， 确有必

要， 且具有可操作性。

事实上， 文学素养不只

是能够提高学生阅读情

趣， 对提升语文学习的

理解力， 也不无裨益。

教育事业， 在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也占了较

多份量， 比如，

“广东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

今年力争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

50%

”

（南方网

1 月 14 日）。 提高高等

教育普及率， 对人口素

质的提升是行之有效

的。 而人的素质， 往往

决定着地区发展的质

量。

网络技术， 对地区

发展的质量同样有着决

定性作用。

“广东加快

5G

商用步伐 ，

2020

年

将新建

4.8

万个

5G

基

站 ”

（新华社 1 月 14

日）， 当然值得乐观其

成。 5G 网络的普及， 会

大大提高各项工作的效

率。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 效率很重要。

至于

“

1400

万粉刷

废弃房屋？ 深圳一街道

回应质疑时称 ： 不关你

事 ”

（深广电“第一现

场” 1 月 14 日）， 显然

是没效率的。 一是， 粉

刷废弃房屋来应付区里

的检查 ， 这钱花得不

值； 二是， 声称公款不

关市民的事， 这样的回

应是负效应 。 公款姓

公， 如果这样的常识也

不懂， 那么这名干部就

没资格在公家单位待着

了。

看看

“

2

月

2

日 ‘对

称日’遇周末 ，广东多地

将 加 班 办 结 婚 登 记 ”

（《南方都市报》1 月 14

日），这就叫“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与不少地方

回应“当天不加班”相

比， 这些加班的民政部

门值得点赞。

◎

王川 教师

在涉及千家万户民生利

益的老旧小区改造中， 浙江

一些地方重视结合地域特

色， 强调本地居民的主体责

任， 改不改由老百姓决定，

怎么改和老百姓协商， 改得

好不好请老百姓评价， 体现

了“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

办” 的精神， 这种工作思路

值得肯定。

但是， 在快速推进的城

乡建设工程中， 也要警惕脱

离群众、 脱离生活的“盆景

化” 倾向。 即便展示多视角

下的“美”， 也要尊重当地

的历史文脉和禀赋特色， 以

原住民为建设和治理的主

体， 形成和现实生活血脉相

连的美学标准、 工作导向和

评价体系。

故土容易引发乡愁类的

美好情感， 然而乡愁不会在

盆景中产生。 这方面有过深

刻的教训， 一些地方以新为

美，以洋为美，拆了老建筑，

建起“新奇特”，实现了长官

意志的“美”、书本上的“美”，

却丢失了本土的生活的真实

的美，以至于城市布景化、文

物景区化、景区一致化，这都

是前车之鉴。

从城镇化建设到美丽乡

村建设， 从老旧小区改造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这些项

目的推进， 总体上看取得了

重要成果， 提升了生活质

量， 但在推进过程中， 有的

地方片面理解和执行政策文

件， 顾此失彼， 人居环境改

善了， 养猪生产忽略了； 也

有的地方照搬照抄， 重建了

一个“画报上的新农村”，

看起来很美， 本乡本土的历

史遗存却消逝了； 还有的地

方把个别人理解的“美化”

观念强加给百姓， 老黄瓜刷

绿漆， 成了“样子货”。

提升中心城市对乡村发

展的带动作用， 也要结合当

地实际。 城镇化建设抑或美

化乡村环境， 尤其需要植根

厚土，与民俗肌理相互契合,

如此方能获取源源不断的生

命力。而养在花盆中、装在画

框里的， 只能是一种观赏文

玩，碰一下就碎了一地。

如何避免“盆景化 ”？

作风上， 要走群众路线， 从

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充

分发挥百姓主体作用， 形成

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而

不能“从文件中来， 到文件

中去”； 认识上， 要懂得欣

赏老、 旧、 土的美， 尊重本

土文化， 避免来自行政权

力、 资本力量、 知识霸权的

傲慢， 警惕出于专业技术的

优越感， 以及不尊重群众、

不尊重当地看似粗黑浅陋实

则大有讲究的生活痕迹， 实

现专业性和群众性的结合。

◎

方益波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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