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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这一早上要接待13个检查团，只好让乡里干部
全部上阵。”临近年终，频繁的检查评比让东北某乡党
委书记备感压力。检查评比是上级督促下级改进工作
的重要手段，通过检查评比防差堵漏、激发干劲，很有
必要。但该报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存在流于形式、可
有可无的检查评比，不仅加重基层负担，影响正常工
作，还催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人民日报》12月10日）

观点1：如此检查是典型的过度检查

前溪：为了应付检查，基
层工作人员日夜加班，恐怕
也无济于事。而且每项检查
都得准备完整资料，大量复
印、装订的重复劳动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而检查往往走
马观花，翻一下部分材料就
完事了，检查过后，准备的材
料就成了废纸。

检查的问题不少，也多
是老问题。其一，检查往往
重复，看似不同的检查团，只
不过是角度稍微有些不同；
其二，检查往往只注重材料，
基层准备了各种材料，既耗
费时间，也浪费纸张，如果算
一笔账，数字恐怕是惊人的；
其三，检查多成为一种形式，
检查组的人员走过场，基层
准备的人员也以材料对付，
弄虚作假的作风也就由此衍
生了。

老套路的检查已经落后
了 。 这 需 要 重 新 定 位“ 检
查”，第一，需要对形形色色
的“检查组”进行“检查”，对

一些可以合并的检查要进行
合并。这样既减少检查组的
成本，也可以减少基层的工
作量。第二，检查的方式要
改变，检查应该注重实地考
察，而不是看材料。如果不
要求基层准备材料，他们就
会将工作落到实处，而现在
只重视做表面文章，光鲜的
材料背后可能是破败的现
实。第三，检查的时间应该
在平时，应该是多采取暗访
的形式，而不是扎堆集中在
年 终 ，更 不 是 事 先 通 知 到
位。这样的检查就没有多少
实质性意义。

“一早接待13个检查团”
是基层对检查的抱怨，从中反
映出当下的检查，无论从形式
还是从实质，都显得落后了，
检查需要有质的提升，需要有
质的改变，该是对检查进行重
新定位的时候了。检查不与
时俱进，基层工作人员觉得
累，且毫无成就感，如此检查
也会导致极大的浪费。

今日评论 关键词 门前三包

“门前三包”的关键在于落实

“这儿的路口脏得让人难受，满
是污迹的路面都让人无法下脚。”郑
州市民张先生向大河报记者反映，
在郑州市金水路与燕东路交叉口东
南角处，这里的绿化带前后是两个
天地。绿化带前边，有环卫工人认
真打扫，路面干净整洁；而绿化带后
边却是满地的油污和垃圾，脏乱不
堪。大河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郑州
市部分主干道和小街道不显眼的地
方，确实有一些脏乱死角长期存
在。对此，多数受访市民呼吁，希望
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责任方能尽职
尽责，让郑州以靓丽的姿态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
AⅠ·08版）

如果说主干道代表着城市的
“面子”，那么，主干道两侧的人行道
以及各种小街道无疑是城市的“里
子”，它们虽然不易被外来人察觉，
但却与本地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绿化带外面干净整洁，绿化带里面
脏乱不堪，这样的局面不仅令人失
落，而且让人困惑——城市的“里
子”何以沦落至此？答案其实很简
单：绿化带外面有环卫工人负责打
扫，绿化带里面则不属于他们的清
扫范围。这种直观对比无疑凸显了
环卫工人工作的重要性，当然，这并
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重点——真正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城市“死

角”到底应该谁来清扫？
早在1992年，郑州市就开始实

施门前三包，并发布施行了《郑州市
市区“门前三包”责任制施行办
法》。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凡在本
市市辖各区范围内的各级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驻郑部队、企业事业
单位、沿街居民、停车场管理单位和
个体经营者等，均实行“门前三包”
责任制。所谓“门前三包”，就是责
任单位在划定的责任地段内负责包
卫生、包绿化、包秩序。以目前的城
市状况而言，“门前三包”的落实情
况显然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城市出
现“死角”的症结所在。落实“门前
三包”，是沿街单位或个人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公共
利益，仅从单位或个人利益的角度
出发，也有必要打理好自家门前这

“一亩三分地”——倘若门前脏乱不
堪，自身形象不免大受贬损，如何能
提高工作业绩呢？

当然，落实“门前三包”不能仅凭
机关商户自觉，更重要的是建立起
网格化巡防管理机制。对于管理部
门来说，“门前三包”是发动群众参
与城市事务的积极手段，不过，责任
可以划片承包，但管理不应轻易“打
包”。“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检查不到位，如果处处
有人员、事事有人管，城市“死角”当

能大大减少。有鉴于此，不妨建立
逐级落实的网格化责任管理体系，
定员定岗与机动巡防相结合，以此
来敦促“门前三包”落实到位。健全
监督管理机制之外，亦不妨加大行
政处罚力度——只有令不尽职履责
者感受到切肤之痛，他们才能真正
懂得“门前三包”的责任和意义。

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有一些小
微机构或商户无力履责“门前三包”
的情况，对于这些单位，不妨实行服
务外包模式。对于店铺密集、人流
量大的区域来说，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显然比店铺亲力亲为更加
快捷高效，当然，由此产生的服务外
包费用也应由商铺来分摊解决。推
动服务外包模式，首先就需要自治
管理联盟，以商户的共同参与为基
础，成本分担才能更加公平科学。
基于此，职能部门不妨在科学引导
的基础上予以适当的制度关照，一
方面可以为自治管理联盟敞开方便
之门，另一方面可以对“门前三包”
落实到位的商户进行表彰。奖罚分
明、放管结合，以此来形成政府主
导、公众参与的城市管理新路径，倘
能如此，不仅城市“死角”可以一扫
而空，城市的综合化管理水平也将
因此获益匪浅。

□韩为卿 文 王铎 图

澎湃新闻报道：江西省上饶
市3名中学生在放学回家路上因
搀扶摔倒的老人反被其扭住不
放，谎称是被救扶她的学生碰了
拐杖而摔倒的，要求买药，后改口
索要 50 元、100 元、2000 元、5000
元，最后竟开出了10万元住院费
的天价，无奈，3名学生选择了报
警。

当地派出所接警后，即调看
了事发地附近的视频，证实了3个
学生搀扶起自己摔倒的老人的这
一事实，还了3个学生清白，并上
门与学生家长做了沟通解释。

此事毫无悬念地画上了句
号。

12月9日下午，上饶市信州区
某学校对采访的记者说，校方11
日要对3个助人为乐的学生通报
表扬。

对此，笔者有三赞：
一赞上饶市的3个学生，在遇

到老人在街上摔倒时，施以援手，
这种公德善举是他们良好的品德
素质的具体表现，也是学校和家
庭教育的结果，对全社会的公德

文明风尚的养成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

二赞该市警方在第一时间调
看视频，澄清了事实，还原事件真
相，还了3个学生清白。同时上门
与学生家长做了沟通解释，并向
教育部门做了通报，阻断了混淆
视听的“负面延烧”。这种做法应
该成为处理类似事件的常态。

三赞这3个学生所在学校，对
3个助人为乐的学生的通报表扬
是对所有助人为乐行为的通报表
扬。这是“扬善”；这是为正能量

撑腰张目，将在全社会聚积更大
的正能量。

其实，我们都应该“为正能量
撑腰张目”，以不同的方式，因为
这本身也是“正能量”。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这种为
老不尊讹诈好人善举的毕竟是少
数，但是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
喻的，对好人的伤害更是令人不
寒而栗的。除了靠相关的法规民
约对其惩戒外，更应该造成一种
围剿“老赖”的舆论环境。

“老赖”亦当自省！

三赞“为正能量撑腰张目” 观点2：谁来“检查”过多的“年终检查”

张东阳：实际工作推进
中，不少“检查评比”流于形
式、过多过滥，主要反映在年
终开展的“检查评比”，缺少
科学规划和综合协调，缺少
严密组织和有效整合，这样，
有关的每个部门都要下基层
进行检查、评比，所谓的检查
也无非是翻翻档案、查查数
据、听听汇报。如此走马观
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
法，致使基层写工作总结材
料、陪同检查等都成了沉重
的负担，有时候为了获得好
成绩，还临时抱佛脚，与检查
组人员串通一气，事先选好
检查点，让检查组只看一两
个“亮点”“典型”，不仅工作
反映不实，反而促使基层捏
造数字，造假成风。这样一
来，推动工作的目的没有达
到，反倒是促成了基层编造
材料、数字注水、编造典型的
不良作风。

为什么在上级严控检查
评比规定屡出的当下，还会
有类似问题出现？无非是有
关部门没有真正转变考核评

价观念，没有真正建立健全
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机制，没
有真正将有关规章制度当回
事，进而导致了“检查评比”
一直还是传统思维和官僚作
风，最终使得“检查评比”成
了形式，成了摆设：看上去年
终检查评比严肃异常，实则
成了典型的走过场，被“剧情
化”的“检查”没有真正反映
工作和推动工作，反而使得
基层应付敷衍、弄虚作假的
不良之风一直难以根除。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
建设法治中国和深化改革的
重要性，各项工作举措将更
加接地气，更加顺民意，更加
讲效率。面对着又一个泛滥
的“年终检查评比”的到来，
我们期待，有关部门必须狠
下决心，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来对这种泛滥和形式化的

“ 检 查 评 比 ”来 次“ 检 查 评
比”，让真正习惯搞形式的

“年终检查评比”寿终正寝，
让“检查评比”真正作用发
挥，推进各地务实作风的大
改观，行政效能的大提升。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