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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为基层减负，就要带头
转变工作作风，让基层干部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
群众、服务发展中去。

□向从南

在某财力弱县，一位干了 25 年的村支部

书记向半月谈记者倒起苦水。这位书记说，

这些年党和国家政策好，以前让人发愁的农

民负担、子女教育、看病报销等老问题已大大

缓解，“报材料”“填表格”的一摊事倒成了村

干部的心病。

原来，村里以前整理材料都是村会计拿

到镇上小店去复印，随着上报的材料越来越

多，村干部决定买台复印机。可是，这台复印

机“胃口”挺大，每年复印的材料、买墨盒的钱

及设备维修费，一年至少要花 3 万元。村干

部一算吓一跳：村集体一年好不容易才攒 6

万元，一下子就让复印机“吃”掉一半！

开展一项工作，必要的数据填写、材料

汇整、监督考核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年

从媒体报道以及相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案例

来 看 ，也 不 乏 一 些 基 层 地 方 和 部 门 念 歪 了

经。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一个乡迎接检

查打印费就 10 多万元。巨大的浪费令人痛

心疾首，背后的形式主义令人忧心忡忡。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级部门交

办的类似事务过多，基层干部不得不加班加

点找资料、熬更守夜补台账，导致许多精力都

耗费于此，而服务民众、干实事的时间就得打

折扣。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从中央到地

方，多措并举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取得不错成效；2020 年，中央坚持标准不降、

力度不减，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进一步把广

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

缚中解脱出来。然而，“折腾式指令”等现象

仍然积习难改，症结就在于其具有多样性变

异性，同时又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根源还是政

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

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

盖了矛盾和问题。

力戒形式主义，关键在于落实。一方面，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克服功利主义，科学设

定、实施绩效评估指标，给基层各项考核做些

“减法”，在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上做“加法”，

让基层有时间“喘气”，减少不必要的考核。

另一方面，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绝非

一朝一夕之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关键要

“追根溯源”，明确整治责任主体、责任目标，

并严格考核监督，才能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标

本兼治。

工作有“表”，更要有“里”。改革攻坚，

靠的是披坚执锐；经济发展，要的是勇往直

前。要真正为基层减负，就要带头转变工作

作风，莫让“折腾式指令”成为基层多干事、

干实事、干成事的羁绊，让基层干部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中

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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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近日，新疆伊犁昭苏县女副县长贺娇龙

“雪地策马奔腾”的视频热传，她身披红斗篷

自由驰骋的画面被众多网友点赞。视频中，

贺娇龙介绍：“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新疆伊

犁昭苏县天马文化园，每到冬季，天马文化

园将上演雪地万马奔腾，欢迎全国各地的朋

友组团来打卡。”（见 12 月 1 日《北京青年
报》）

从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一夜爆红的藏

族小伙丁真，到新疆伊犁昭苏县的女副县

长贺娇龙，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都

是从本地发掘出来的“本土网红”，再比如

当地大力包装和宣传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发展地方旅游、带动当地农产品

销售等。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宣传策略，

自从丁真爆红以后，据说网络上关于“四川

理塘县”的搜索量暴增 600%，而女副县长参

与当地旅游代言以后，有的旅行社的接团已

经安排到了元旦以后，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好

处，而且和重金聘请名人明星代言相比，成

本更低、效果更好，从侧面折射出一些地方

政府在工作上的创新，值得肯定。

但也要看到，不管是被称为“甜野男孩”

的丁真，还是策马扬鞭、英姿飒爽的女副县

长，他们虽为扩大当地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当地旅游经济能否发展起来，最关键

的还要看其旅游产品、旅游秩序、旅游服务

能否满足游客的需要，不能让游客来了以后

产生“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感觉。

这方面的反面例子并不少，比如前些日

子被报道的“天空之境”景区，朋友圈的照片

拍得美轮美奂，结果游客去了以后才发现都

是景区通过 P 图软件美化出来的，让人大失

所望，一些景区的经营者还因为虚假宣传被

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发掘本土网红，突出地域特色，借助自

媒体的力量吸引全国网友的关注，树立形

象、扩大知名度，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

是好好打磨地方旅游产品，规范旅游市场，

提升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水平，让慕名而

来的游客觉得不虚此行，通过口耳相传的

力量，让当地的旅游形象真正在游客心中

“立起来”。10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张口腔内溃疡滋生的照片，拿给 3个网络问诊平台上的
若干名不同医生问诊，却得出了众多不同的诊断和处方开具。记者注意到，在线医疗
大幅发展的同时，网络问诊、开药过程仍存制度漏洞，导致公众“体验”并不算太如
意。10 图/王成喜

据《长沙晚报》消息，岳麓区玉兰路、雨花区新丰

路、天心区南门口、开福区湘江世纪城……这些路段

近期有了一个共同点：有市民投诉，有“职业拍客”出

没，利用“星城园丁”APP 专门抓拍车辆违停，借此换

取奖金。

作 为 城 市“ 互 联 网 +群 防 群 治 ”的 重 要 一 环 ，

“星城园丁”自上线以来，交管部门每月都能收到

市民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对驾驶人起到了明显

的震慑作用。但“职业拍客”的出现也引发一些争

议：以营利为目的举报，该不该管？道路上的“职

业拍客”可能有动机不纯倾向，但这种倒逼文明出

行的政策实施后，乱停车的少了，道路干净整洁多

了，有人认为，既然怕拍就别乱停，管好自己，不给

“拍客”赚钱的机会就行了。

从总体上看，既然合理举报使道路交通不文明

乃至违法现象减少，就说明这种方式是交警执法的

一个必要补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清“职业拍

客”与合理举报的界限，谨防民众参与交通治理变味

儿。合理举报才能维护道路文明，希望有关部门严

格把关、细化标准，让民众参与道路交通治理的方式

更合理、更有效。3 （刘天放）

厘清“职业拍客”界限基层考核要善做“减法”

带动旅游不能只靠“雪地策马”
近日，直播带货翻车现象频现，继李佳琦直播间

“买完不让换”，当红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直播互动的

粉丝是虚假的机器人之后，知名主播辛巴推广销售

的即食燕窝被质疑实为糖水。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互联网经济新业态，方便了

消费者购物，是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从直播助农到直

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

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

营销及引流手段，许多明星和知名主播纷纷加入其

间。但快速发展之下，直播带货翻车的情况时有发

生，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的“质量门”“售后门”等各类

事件，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消费者

协会相关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

中遇到过消费问题。

直播带货倘若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方式去“冲

销量”，注定走不远，即便暂时站上了风口，也不过是

昙花一现。如今，人们上网消费不仅仅是图便宜，对

产品质量、服务体验更加重视。作为带货主播，想要

在“直播界”站稳脚跟，不仅要对直播销售的产品“知

根知底”，还要在整个销售链条上做好跟进，对售出

去的商品负责到底。此外，平台也要对商户资质和

商品质量把好关，把违法情节严重、污点信息较多的

“网红”拉入黑名单，或直接将该用户封号，取消直播

带货资格。10 （乐兵）

直播带货容不得虚假

画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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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三送”即走进市场发展最前

沿、走进政企业务拓展最前沿、走进攻坚

克难最前沿，送知识、送指导、送支撑。

在安阳某网格，正在召开一场特殊

的座谈会，大家根据公司领导调研时提

出的新要求和指出的新问题正进行激烈

的讨论。网格指导员崔阿丹说：“省、市

公司领导多次来到网格，给我们答疑解

惑，为市场发展的疑难点出谋划策，解决

了我们目前经营中的很多难题。”

新乡某网格主要以农村为主，宽带

装维满意度较差。作为网格指导员，李

永涛忙于流程穿越，每天的主要工作就

是“走街串巷”，一笔一本走天下，逐小区

摸排单元、实际用户数，挨家挨户上门了

解宽带装维，日行三万步成为常态。因

村子端口分布距离较远，室外布线需要

反 复 上 下 梯 子 ，清 瘦 的 他 练 就 了 一 身

“爬梯术”。在合河乡，仅是铺设从端口

到客户家线路就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作

为分公司副总经理的他利用周末时间，

协助装机人员，反复上下梯子 100 余次，

固定光纤线缆，“专业能力”受到装机人

员高度认可。在他的悉心指导和带动

下，该网格宽带满意度等各项指标均有

明显提升。

“他是我见过工作最细致的网格指

导员。”网格长邓龙海这样评价卢宇。

“90”后的卢宇，在担任网格指导员之后

的大半年时间里，一步步从毛头小子蜕

变成为一名优秀的网格指导员。

作为商丘某网格的指导员，卢宇结

合网格发展现状，带领网格内同事深入

10多家实体渠道、200多个家宽小区、营

销现场，并指导大家将摸排情况进行汇

总、分析，建立起工作台账。为顺应网

格营销模式转型趋势，他连续熬夜，组

织市场部和网格同事积极讨论制订方

案，建立起“看点直播”线上便民服务体

系。有时为了做好一次直播，他连夜组

织研讨，反复推敲直播方案，亲自对主播

进行辅导，确保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就这样，这个“90 后”指导员带领该

网格一路高歌猛进，在全省“百优网格”

评比中位居前十名，在商丘网格评比中

排名第一。

河南移动党委在推动党建进网格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走、听、建、解四步

工作法（“走”基层、“听”意见、“建”台

账、“解”难题），这是公司开展“三走三

送”活动的闭环管理机制。公司各级领

导班子成员主动深入网格、深入群众，

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

况。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访谈、谈心谈

话等形式，全面摸排基础情况，了解员

工思想动态、听取意见建议，同时建立

网格反馈问题工作台账，各级责任人主

动认领网格生产经营的难点问题和职工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三走三送”

活动，提供政策服务及产品支撑，助力

业务宣传和营销发展，帮助一线解决问

题，推动网格发展和业绩实现突破。

崔阿丹召集网格工作座谈会

抓好小网格 撬动大党建

河南移动网格化运营改革再推进

卢宇和网格同事商讨活动方案

在郑州某网格，政企部客户经理校
庆敏正准备去拜访客户，出发前，她习惯
地来到“码上听”网格学习站扫码，随即
在车上学习最新的党建理论知识，自从
公司“码上听”网格学习站建立以来，她
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很方便，
像我这样随时要拜访客户，常常不在公
司，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党建知识的推
送，提高了学习效率。”

在驻马店某网格，指导员姚森正在
通过网格 APP上传走访信息。“很方便，
可以实时记录网格理论学习、业务培训、
摊展营销、主题活动、谈心谈话等工作开
展情况。”

如他们所言，公司在全省网格推广
“码上听”学习站，让网格广大员工扫码即
学，同时开发“和管家”PC端和APP端网
格应用模块，方便大家动态监控工作进
度，实时记录工作进展。河南移动网格学
习站和线上 APP已在网格实现全覆盖。
同时，河南移动党委还通过“一账一表”、
信息简报、线上观摩、线下督导，推动工作
责任落实到位、体制机制到位、力量配备
到位、指导推动到位。通过高效管理，全
程督导，稳步推进各项活动开展。

截至目前，河南移动网格已按照“一
格一区一员”标准，实现两个 100%，即
100%党员覆盖和所属地市分公司 100%
开展网格化改革，同时实现两个正增长，
即客户规模平均值和收入规模平均值正
增长，有效助力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阔步前行。

李永涛在固定光纤线缆

网格同事扫码学习

一格一区一员

开展“三走三送” 让服务支撑进网格
线上线下齐发力

让创新学习管理在网格

为把党建工作延伸到改革发展的最前
沿、生产经营管理的第一线，实现基层党组
织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河南移动党
委着力打造“一格一区一员”网格管理模式，
以网格为基本单元，每个网格建立一个党员
责任区，每个党员责任区配备一名党员“指
导员”。由基层党组织通过结对帮扶、分包
联系等形式选派党员骨干担任指导员，把空
白网格中的优秀员工吸收到党组织来，做到
应建尽建、设置规范，实现区域、任务、党员
全覆盖。

在信阳分公司新县泗店网格，网格指
导员张斌正组织召开一场主题党日活动，
自从被公司选派到这里担任指导员，这里
已经成为他第二个家。

泗店网格网格长黄冬梅这样评价张斌：
他会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分析业务难点、参
加摊展活动等，他非常负责，也实实在在地
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渗透到网格里。

为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

统，打通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把党

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

势，中国移动河南公司深入推进网格

化运营改革工作，以“抓好小网格 撬

动大党建”为目标，积极探索实践，按

照“一格一区一员”配齐配强党员指导

员，通过定责任、定动作、定目标，推动

构建“能力高、合力强、活力足”的网格

作战单元，让党组织和党员成为网格

化运营改革的中坚力量。

让党旗飘扬在网格

张斌正在指导网格工作

□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