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人民日报》报道，不久前，
安徽省凤阳县开展“酒桌办公”专
项整治工作，在第一步的自查自纠
阶段，全县84家单位有75家都递
交了“零报告”的自查承诺书。然
而，凤阳县纪委常委张树超介绍：

“在专项督查中，纪检部门从这些
提交了‘零报告’的单位中发现了
26个问题，涉及6家单位。”无独有
偶，中部某县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
介绍，当地在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
企业、医疗系统收送红包、吃空饷
等自查自纠活动中，部分党员干部
对存在的问题隐瞒不报，所在单位
在自查环节也漏洞频现，“我们早
已掌握了确凿的问题线索，没想到
相关单位还是提交了‘零报告’。”

面对“零报告”却不是“零问
题”的现象，很多地方的纪检监察
部门变“坐等上访”为“主动下访”，
对隐瞒问题的干部，发现一个查处
一个，打破侥幸心理。纪检监察部
门的积极履职、主动作为值得称
赞，不过，名不副实的“零报告”屡
屡出现，还是给各级主管部门提了
一个醒：如何避免自查自纠沦为自

说自话，考验着相关部门的主体责
任与监督体系，这也是决定自查自
纠成效的关键所在。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专项行动中普遍设置有相关单位
或部门进行自查自纠的环节。一
方面，自查自纠有利于有针对性地
查找单位、部门存在的问题，提高
解决问题的时效性；更重要的是，
自查自纠是对问题干部的提醒，给
他们及时改正错误的机会——《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主
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
问题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从
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犯错者能正视
自身存在的问题，把握机会，主动
整改，自查自纠可谓“自查自救”，
能够防止在错误之路上滑得太远。

毋庸讳言，有些单位或个人对
自查自纠缺乏足够的敬畏和重
视。一些人认为揭短亮丑、主动承
认错误，可能意味着会被处理甚至
被处分，因此刻意隐瞒问题，这些
人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
错误或问题不一定能被发现，因此
没必要自曝家丑；与此同时，有些
单位或部门没能履行好主体责任，
不仔细查问题，更不仔细纠错，有
的负责人甚至担心自查出本单位
问题太多，会影响单位或部门形
象，干脆流于形式、敷衍了事。凡
此种种，无不使自查自纠的实际效
果打上折扣。

此番，《人民日报》以《自查自

纠，切莫敷衍走过场》为题在头版
刊文关注，足见对自查自纠及存在
问题的重视。诚如报道中所言：

“自查自纠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
要防线，要点在于主动发现问题，
自觉抓好整改，积极防微杜渐。如
果虚晃一枪走过场、避重就轻瞒实
情，那么，这条教育警示的实线，就
会沦为没有存在感的虚线。”自查
自纠本身体现着治病救人的良苦
用心，但同时也体现着有错必纠的
刚性约束，如何保障其发挥出应有
的威力，是决定这一制度永葆活力
的关键所在。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对于个人来说，首
先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自查
自纠，坚决克服“等督察”“被整改”
的倾向，把自查自纠贯穿于工作始
终。对于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来说，
在自查自纠阶段，除了认真查纠自
身存在的问题外，还应深刻认识
到，做好本单位、部门自查自纠工
作是履行主体责任的具体体现。
只有将问题查深、查准、查实，才能
切实承担起自查自纠的主体责
任。对于纪检监察部门来说，除了
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之
外，有必要对自查自纠中存在的各
类问题进行严厉问责。“零报告”未
必“零问题”，更不能意味着“零追
查”“零问责”。只有让心存侥幸、
敷衍了事者付出代价，才能确保自
查自纠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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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设研院 股票代码：300732）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是为公路、水运、市政、
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供专业
技术服务的工程咨询公司，依靠规
范科学的运营及持续增长的潜力，
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2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简称：
设研院；股票代码：300732），是我
省和华中地区唯一一家设计咨询类
的上市公司。

公司现拥有工程勘察综合类甲
级、公路行业设计甲级、市政行业
（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
程、轨道交通工程、排水工程）设计
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
级、工程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甲级、工程
咨询（公路、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甲
级、工程监理（公路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甲级、工程试
验检测甲级等多项甲级资质，是河
南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质最为齐
全的工程设计咨询企业之一。

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服务能
力，业务遍及全国多个省市。50多
年来，累计完成公路勘察设计
15000余公里，其中完成高速公路
勘察设计5200多公里；完成高速

公路改扩建工程设计 1000 余公
里；完成独立大桥、特大桥设计
500余座（其中黄河特大桥15座）；
完成隧道200多座，单线累计长度
380多公里；完成重大工程监理60
余项，公路检测6400余公里，桥梁
检测4900余座。

近年来，公司在巩固和加强传
统公路业务的基础上，市政工程等
新业务发展迅速，完成多项城市高
架快速路、城市大型互通立交、地铁
（轨道交通）等工程设计。

公司还是国内最早开展对外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业务的单位之一。
参与和承担了40多个援外重大公
路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和技
术咨询工作，工程遍及亚洲、非洲、
拉美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曾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励210余项，是国家认证的高新技
术企业。

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建
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黄金时期，
在业务拓展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拓
展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城市规划、
建筑工程、环境治理、新材料研发
等方面业务，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
城市化建设。

在地域市场的拓展方面，在现
有省内外分公司的基础上，公司还
将根据发展需要，继续设立分公
司，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内的业务
覆盖区域；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实
施“一带一路”的倡议，充分利用公
司承担海外项目的经验优势，积极
拓展海外市场。

公司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以
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优美和谐的工
作环境、多层次的员工教育培养机
制、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是优秀人
才干事创业的良好平台。

上市后的公司，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面临更多的发展机
遇，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
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需
要广纳贤才，吸纳更多的优秀工程
技术人员加入到我们的团队。目
前，公司正快速成长为区域龙头、
国内一流，集生产经营、科技研发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工程咨询公
司。在此，诚邀各类优秀人才加盟
创业，共创公司及您个人职业生涯
的美好明天。

本次招聘职位、招聘要求、招
聘人数如右表：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招聘计划人员表

序号 招聘职位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工作年限 职称要求 年龄要求 招聘人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博士

城市
规划师

公路工程
设计师

市政工程（含轨
道交通）设计师

建筑工程
设计师

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设计工程师

计算机专业
工程师

试验检测、
监理工程师

工程项目
管理人员

投资金融
人员

翻译人员

桥梁、道路、交通规划、
岩土地质、地理信息、环
境工程、应用化学（路面

材料方向）专业等

城市规划
相关专业

公路工程
相关专业

市政工程
相关专业

建筑工程
相关专业

地理信息系统
相关专业

软件工程、计算机
硬件（服务器）

公路工程
相关专业

公路工程
相关专业

金融、财务
专业

法语、西班牙
语专业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硕士

本科及
以上

不限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五年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工程师
及以上

经济师
及以上

不限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40岁
及以下

35岁
及以下

15人

5人

15人

15人

15人

5人

10人

20人

5人

2人

3人

具有国家注册师资格人员优
先录用

需具有甲级院3年以上工作
经历

具有甲级院工作经历者优先

具有国家注册师资格人员优
先录用

具有甲级院工作经历者优先

需具有3年以上计算机软件
设计工程经验、计算机硬件
（服务器）维护工作经历

需具有5年以上大型项目的
试验检测、监理工作经验

需在重点项目担任过业主负
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或项
目总工程师

需具有5年以上项目的投资
管理经验

有较好的口语能力，熟悉公路
工程专业语言的优先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3月9日。
（二）报名方式：登录公司官网www.hnrbi.com→人才招聘→社会招聘页面按要求投递简历。
（三）报名简历审核：我公司对应聘人员进行条件审核，审核符合要求的人员以电话及短信方式通知本人。
（四）报名联系方式：朱老师 电话：0371-865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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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院于2017年12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观点圆桌

随着春节临近，网购和快递能否一如既往，是很
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记者询问多家快递基层网点
获悉，虽然行业喊出了“春节不打烊”的口号，但随着
大批快递小哥回乡，网点将保持“低负荷”运行状态，
服务时效的放缓不可避免。（2月11日新华网）

今日评论 关键词 自查自纠

自查自纠不能自说自话

汪昌莲：必须正视的是，
即使春节期间“不打烊”，快
递也难以规避“春节模式”，
如快递“不保时效”等，这实
际上也是一种“节日病”。快
递业务在春节受阻，其情形
与“春运”大抵相似，只是快
递受阻的是邮件，而“春运”
受阻的是乘客。但其造成的
后果也是一样，无论是邮件
还 是 乘 客 ，均 无 法 按 时 到
家。快递遭遇“春运”，邮件
积压严重，除了春节网购火
爆之外，也暴露出一些快递
公司服务意识淡薄，患上了

“节日异动症”，特别是反映
出了快递行业也遭遇了春节

“用工荒”。
换言之，快递春节“不保

时效”，折射出了快递行业的
用工困境。众所周知，春节期
间，快递企业所拥有的快递
员，大都各奔东西回家过年去
了，缺少了人力资源这个第一
要素，快递业务想快也快不起
来。快递公司春节留不住人，
原因有二：其一，快递公司聘
用的快递员，大都不是公司正
式员工，属于灵活就业，既然
是灵活就业，就可以随时走

人，更不会受邮政部门“春节
不得擅自停业”规定的限制。
其二，即便是有人愿意春节加
班，但快递公司也不愿意支付
几倍的加班工资，因为快递服
务资费，不允许“逢节必涨”，
快递企业不可能去做赔本的
生意。

可见，快递春节“不打
烊”，更需服务“不打折”。这
显然值得快递企业积极应
对。首先，应改革用工制度，
建立一支专业、固定的快递
员队伍，提高工资、福利待
遇，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改善
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
件，用人性化管理吸引人、留
住人。同时，要做好春节工
作预案，安排快递员在春节
坚守工作岗位，并及时足额
兑现加班工资。这就要求快
递春节“不打烊”，不能以涨
价为前提，为保证春节快递
业务正常运营，邮政部门应
适当给快递企业提供补贴，
使其在春节服务不亏本，或
少亏本。特别是保证快递春
节“不打烊”，服务“不打折”，
还需邮政、交通、电商等通力
合作，形成服务合力。

快递“不打烊”更需服务“不打折”

“零报告”未必“零问题”，更不能意味着“零追查”“零问责”。自查自纠本身体
现着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但同时也体现着有错必纠的刚性约束，如何保障其发
挥出应有的威力，是决定这一制度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