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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门风’犹如一面镜子，让一些政
府和官员的作风之弊纤毫毕现。

机关傲娇“门风”当刹

年轻人的“新节俭主义”

明确正当防卫的“度”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一个私家车车主和政府门口值班保安的

“互怼”视频，让吉林省通化市的市长，“躺枪”

上了“热搜”。

9月 10日，一辆私家车抛锚在通化市政府

门前的道路上。为不影响交通，车主把车开到

政府门口旁边没有网格线的空地上，并打了电

话等待救援。市政府门口的值班保安走上前

来，要求车主把车推走，因为市长要从小门出

来，车堵了路。一段引爆舆论的对话横空出世，

无数围观者从保安的傲娇，看到了衙门作风的

尾大不掉。这事的处理原本可以很和谐：几个

保安上去，把车推到不影响市长从小门出行的

地方，既是举手之劳，也可以演绎一段佳话。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记者就此事联

系通化市政府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答是“正

在核实，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当汹汹舆论

已经延烧到政府形象时，当事方的回应速度依

然蜗牛般缓慢，显然是缺乏刀刃向内的勇气。

“你能和市长谈吗？你是做什么的？你是

什么？”保安能对车主发出这三连问，看似个人

态度蛮横、素质不高，其实折射出部门管束不

善，甚至是机关整体作风的一种表现。保安当

然必须履行正当职责，把市政府门口环境秩序

维护好，否则轻则被批评，重则丢饭碗。但这

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机械生硬对待车辆抛锚

市民的理由。

“下之所以为，惟上是视”。长期以来，许

多政府机关大院之所以留给公众难以亲近的

观感，就在于其“看门人”，门卫、保安甚至传达

室大爷，让人们感到“冷横硬推”。网上搜索一

下，关于一些政府机关尤其是基层政府机关的

“门风”问题，一直让公众吐槽不已。“门风”不

好，看似是下级、看门人麻木冷漠，其实犹如一

面镜子，让一些政府机关的作风之弊纤毫毕

现。“门风”是机关的脸面，如果对看门人的不

良态度和作风，平时就多加检查、教育约束，何

来那么多“难进的大门”？

放任“门风”恶劣，首先是因为一些领导

觉得这是小事，殊不知信息时代，小事也会成

“大事”。就像通化市政府门前的一幕，迅速

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让保安和政府都受到无

数网民诟病。其实小事本身也折射“大事”。

不把群众诉求放在心上，不敢直面群众、怕群

众当面揭短，故意把机关搞成“深宅大院”，神

神秘秘，怎么会有好“门风”？“官老爷”当惯

了，平时就习惯于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官

气”十足，“衙门作风”蔓延，上行下效，“门风”

咋能好得了？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发生在通化市的

“保安事件”是一记棒喝：在人人都能玩抖音

的当下，再高明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也躲不

过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最终难逃问责。去

年国庆长假期间，浙江衢州、江苏扬州、四川

都江堰等市政府机关，因为对外开放机关停

车位、机关餐厅等做法，收获百姓点赞。拆掉

隔开群众的种种“围墙”、改善“门风”，莫犹

豫，动起来。8

□苑广阔

实付款 1 分钱的汤勺，新人红包 1 元钱入手的

柠檬茶，签到领券后 2元钱的拖鞋……“薅”完四舍

五入约等于不要钱的垃圾袋、坐垫、手机壳、本子，

一众买家在豆瓣各“省钱小组”中纷纷跟帖“抄作

业”。（见9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勤俭节约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兴盛，在很多人眼里

“节俭”似乎和“抠门”画上了等号。尤其是对于很多

年轻人来说，超前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更

是不知节俭为何物。然而，近年来，情况也正在发生

着悄然变化，“新节俭主义”开始被越来越多年轻人

所推崇、所青睐，一种新消费模式正在兴起。

所谓“新节俭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节俭，同

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抠门”，而是在追求省钱、

追求性价比的基础上，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花，

同时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省。至于什么是该花的

钱，什么又是不该花的钱，则没有固定和标准答

案，而是和当事人的兴趣、爱好、理想、追求等有

关。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日常吃穿

用度上极尽节俭之能事，比“抠门”还“抠门”，但是

在自己喜欢的物品、热爱的领域上，却又一掷千

金，表现得比“土豪”还“土豪”。可以说，这正是

“新节俭主义”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然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要践行“新节俭

主义”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首先需要你会

省钱，能省钱。他们省钱的做法，通常就是在各大

网站上“薅羊毛”，也就是通过使用优惠劵、打折

卡，参加商家举行的各种优惠活动来购物，从而在

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为自己省下每

一笔可以省下的钱。

而在这个省钱的过程中，也需要高度的自我

约束意识，所以有人说“新节俭主义”折射了当代

年轻人难能可贵的消费自律意识。这是因为身处

商品社会的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临外部各

种物质的诱惑，但是在我们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如

果把钱花在这里，就无法花在那里，只有严格自

律、量入为出，才不会乱花钱，甚至积少成多，存下

钱。

这与之前在年轻人当中流行的“超前消费”，显

然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意味。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避

免了一些年轻人出于虚荣、攀比的心理去消费自己

本来负担不起的东西，导致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困

境。而在“新节俭主义”消费理念下，很多年轻人把

平时省下的钱投入到某种知识、技能的学习上去，提

升自己；或者是把钱用于游学旅行，开阔自己的视

野，增加自己的见识，这无疑都是积极的人生选择。

所以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年轻人当中日益盛

行的“新节俭主义”，不但折射出年轻人的消费自律

意识，同时也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在消费问题上变得

更加成熟、理性和务实，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8

9 月 7 日，重庆市南岸区涂山镇城管大队一名

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商贩起冲突被砍伤。9 月

13 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发文称，城管队

员杨某桥行为构成殴打他人被行拘，女摊主被追

打中挥刀致城管受伤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见9月
14日澎湃新闻）

从事发视频中可以看到，涉事城管队员杨某

桥在与女商贩发生冲突过程中情绪失控，一直对

女商贩进行追打。在这种情形下，女商贩在躲让

过程中抓起店内西瓜刀挥舞致杨某桥受伤，系为

了让自己免遭不法伤害而实施自卫，理当被认定

为正当防卫。

近些年来，各地城管的文明执法程度不断提

升，但少数城管队员野蛮、暴力执法现象依然时有

发生。对此，除了需要对城管队员加强教育，不断

提高其文明执法意识，并对实施暴力执法的城管

队员依法依规实施惩处外，此番对遭遇暴力行为

执法对象的正当防卫行为予以认定，对其在实施

正当防卫过程中对暴力执法的城管队员造成的伤

害免予追责，亦有利于遏制部分城管队员实施暴

力执法行为。期待各地警方与司法机关都能旗帜

鲜明地对执法对象的正当防卫行为予以认定，并

将其作为整治部分城管队员暴力执法现象的举措

之一，以进一步提升城管执法文明程度，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3 （魏文彪）

想要控制体重，喝一瓶代餐粉当晚饭；忙工作

过了点儿，吃一根坚果蛋白棒省事儿还管饱……主

打低热量、健康、饱腹的代餐食品如今成为饮食圈新

潮流，获得资本青睐。（见9月14日《北京日报》）
社会上普遍强调“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让很

多人被裹挟其中，如果自己身材和所谓标准有差别，

就产生焦虑，通过吃代餐食品快速减肥，找到某种认

同感。相关数据显示，早在 2017年，中国代餐市场

就已达到 57.3亿元，预计 2020年破百亿元，实现近

两倍增长。

关于代餐的争议一直存在，不断有媒体曝光代

餐食品导致营养不良、代餐食品虚假宣传、代餐市场

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从营养学角度来说，代餐主

要针对的是超重和肥胖人群。而对于一般人来说，

盲目把代餐作为“减肥利器”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

害。所以营养学家们一直在强调饮食要多样化，保

持合理、平衡的膳食结构，保证各种营养元素摄入充

足，不要一味将代餐与“减肥”“减重”等功效联系在

一起。同时，也应加快出台代餐“国标”，明确其所属

食品类别，要求厂商标注配方明细，确保营养比例合

理，使监管部门有执法依据，也让消费者购买时擦亮

眼睛。8 （吴学安）

据9月 14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大量网民反映自己的微博账号疑似
“被操控”，除了微博给不认识的人点赞或添加关注，不少网友还遭遇淘宝收藏出
现奇怪的商品和店铺、微信账户反复提示异地登录等“灵异事件”。8 图/王成喜

别让代餐成健康“杀器”

根据焦作市相关用人单位引进
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迫切要求和
《焦作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绿色通
道”暂行办法》（焦办〔2017〕55号）精
神，现面向国内外引进高层次急需紧
缺人才335名。公告如下：

一、引进岗位和对象

（一）市直事业单位引进128名，
均为博士研究生或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主要是教育、卫生、文化、质量检
测等领域。

（二）企业引进101名，其中博士
研究生 14名，硕士研究生 55名，本
科生 32名，主要是科技创新创业、经
营管理等领军人才。

（三）河南理工大学引进106名，
均为博士研究生。

具体引进岗位及条件，详见《焦
作市2020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层
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统计表》《焦作
市2020年企业单位引进高层次急需
紧缺人才需求统计表》《河南理工大
学2020年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需求统计表》。

以上岗位若在规定时间内未能
成功引进合格人选，则继续接受报名
和咨询，并择机另行发布招聘公告。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均可
报名：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社会主义。
3.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

康。
4.符合各报考岗位的专业、学历

和职称要求（详见附件 1、2、3）。报
考焦作市直事业单位的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及副高级以上职称考生年龄
要求为 45岁以下（1975年 9月 10日
以后出生）。企业及河南理工大学报

名不受年龄限制。
5.在职人员报考市直事业单位

需在报名登记表相关信息项中注明
在职经历，并在报名时提供单位同意
报考的证明；2020 年应届毕业生应
提供在读院校的推荐信。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
考：

1.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
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2.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
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3.国家和省另有规定不得应聘
到事业单位人员。

4.有犯罪记录及其他不符合报
考资格条件的。

三、政策待遇

根据《焦作市引进高层次急需紧
缺人才“绿色通道”暂行办法》《关于
实施“引才聚焦”工程加快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市的若干
意见（试行）》（焦发〔2018〕11号）等
文件精神，从焦作辖区以外引进的急
需紧缺人才享受以下政策：

（一）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具有
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5年以上工
龄的博士研究生，享受事业单位 6级
职员待遇，并视条件安排管理 7级以
上岗位。引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博
士研究生（含 2020年应届生），享受
事业单位7级职员待遇，试用期1年；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享受 6级职
员待遇，并视条件安排管理 7 级岗
位。引进的硕士研究生，可享受事业
单位 8级职员待遇，试用期 1年。试
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享受 7级职
员待遇。

（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
已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原职称待遇不
变，并在职级晋升中优先。没有专业
技术职称的，博士研究生学历直接参
评副高级职称，硕士研究生学历直接
参评中级职称，本科学历的直接认定

初级职称（享受初级职称最高岗位待
遇）。

（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或副高级职称以上职称的人才
引进到企业工作两年以上，并获得
相当于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奖
励的科研项目核心研发人才，经本
人申请，单位推荐，市人社部门考
核，可进入“焦作市人才服务团”，
享有事业编制身份，不胜任的取消

“焦作市人才服务团”资格，在企业
服 务 期 不 少 于 5 年（含 试 用 期 1
年）。“焦作市人才服务团”成员在
企业工作期间，工作福利待遇由企
业与个人协商确定。在企业工作
满 5 年后，鼓励继续为企业发展作
贡献，办理续聘手续；业绩突出、有
意到事业单位的，可依据专业对口
和岗位编制情况，安排到事业单位
工作，享受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急
需紧缺人才相关待遇。

（四）住房保障。引进的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双一流”
建设高校本科毕业生，在焦作首次购
买商品房的，分别给予 20万元、5万
元、2万元购房补贴；若暂时不购买
商品房的，E类以上人才还可申请租
房补贴等。

（五）落户补贴。对新引进符合
条件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本科毕业生，每月可申领 1500
元、1000 元、500 元的落户补贴，连
补3年。

（六）配偶就业。引进的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及相当层次的人才配偶
属于行政或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
的，在单位编制范围内，由市及县
（市）区委组织部、人社部门根据个人
情况，统筹安排到相关行政或事业单
位工作。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由人社
部门根据个人情况协调安排到企业
工作。

（七）子女入学。引进的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及相当层次的人才子女
申请就读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

及申请高中转学、就读中等职业学校
的，享受我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由
市教育部门统筹协调解决。

（八）医疗保障。引进的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及相当层次的人才医保
门诊个人账户在一般标准基础上，每
年增加 600元。高层次人才住院治
疗时，在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
上，列入统筹的医疗费用再补助50%
等。

（九）河南理工大学引进的高层
次急需紧缺人才优惠政策详见河南
理工大学网站。

焦作市“1+6”和“引才聚焦”人
才系列政策详见焦作市人才交流中
心官网。

四、报名方式与引进程序

引进工作在中共焦作市委、市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中共焦作市委组
织部、焦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
责组织实施，按发布公告、报名、资格
审查、体检、考核、公示、聘用等程序
进行。

（一）市直事业单位
1.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0年 10月 16日 17:00，报名时
间以接收电子邮件的显示时间为准。

（2）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每人限报 1个岗位。报名资
料发送至 jlk2118726@163.com，邮
件名为“人才引进”。

（3）报名资料及有关要求：报名
人员请登录焦作市人才交流中心官
网（www.jzrcw.gov.cn）下载《焦作
市2020年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报名登记表》，按照填表说明如实填
写报名信息；海外留学研究生准备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
学历学位认证书》（PDF电子版）；符
合岗位要求的副高级以上职称人才
准备《专业技术职称证》（扫描件）。
以上所需资料放在一个压缩文件内，

该文件命名为“人才引进”。
报名人员发送报名邮件后 3 日

内，未收到邮件回复的，请及时通过
咨询电话联系。

报名人员须持有效期内的第二
代身份证进行报名，报名与考核时使
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4）资格审查。组织人社部门于
报名同时进行资格审查。2020年 10
月 20日在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www.hajz.hrss.gov.cn）、
焦作市人才交流中心官网（www.
jzrcw.gov.cn）公布《焦作市 2020年
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
人才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名单》，请各
位报考人员及时关注。

2.考试。报名和资格审查结束后，
通过资格审查的博士研究生及副高级
以上职称人数大于拟聘用人数的采取
面试的方式择优进行考核，具体面试
办法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小
于或等于拟聘用人数的直接进行考
察。没有通过资格审查人员的岗位取
消该岗位本次人才引进计划。

3.体检
（1）参加面试人员按报考岗位

1∶1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
体检人员。

（2）直接进入考核人员同时确定
为体检人员。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
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
〔2005〕1号）等上级有关公务员录用
体检规定执行。体检对象放弃体检
或因体检不合格出现招聘岗位缺额
的，可在同岗位应聘人员中依次递
补。

4.考察。各岗位体检合格人员
进入考察，考察由组织人社部门统一
组织实施。

5.聘用。根据考试和体检、考察
结果，择优聘用，并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认真调查落实。公示结束
后，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统一下发聘用文件，办理聘用

手续。
（二）企业和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企业和河南理工大学引进

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报名工作由焦
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接
受，资格审查、考试、体检、考核、公
示、聘用由企业及河南理工大学自主
进行。

五、纪律与监督

人才引进过程由纪检监察部门
全程监督，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如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将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六、信息发布

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www.hajz.hrss.gov.cn）、焦作
市人才交流中心官网（www.jzrcw.
gov.cn）作为此次招聘工作指定网
站，有关考试信息及相关事项，均通
过上述网站进行发布。

本公告未尽事宜，可通过电话或
邮件垂询。

咨 询 电 话 ：0391-2118726、
2118725（市人才交流中心）

0391-3987137（河南理工大学
人事处）

监督电话：0391-2118818

附件：（请登录焦作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载附件)

1.焦作市 2020年市直事业单位
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统计表

2.焦作市 2020年企业单位引进
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统计表

3.河南理工大学 2020年引进高
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统计表

4.焦作市 2020年引进高层次急
需紧缺人才报名登记表

中共焦作市委组织部
焦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 16日

焦作市 2020 年面向国内外
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