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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整治形式主义的弦一刻也不能
放松，治理手段必须与时俱进，
无论形式主义怎样千变万化，都
要一露头就打。

形式主义露头就要打 告别“囤积症”
“掸灰”迎新年

锐评

众议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为破解一些地方强行要求民警关注各类公

众号、有的部门将宣传任务压到学校等形式主义

问题，河南省委办公厅创新工作思路，改进督查

方式，搭建起具备搜集检索、编辑加工、回复反

馈、交流互动等多项功能的“互联网+督查”平

台，打造省委与基层干部群众联系的“直通车”，

针对基层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集中向相关地方予

以交办或直接派员核办，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

决。（据12月21日《人民日报》）
形式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

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如果

形式主义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

会有一座座山给我们事业发展造成障碍，就会

有一把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防止和整治形式主义，是时刻都面临的重

要任务。省委办公厅这种工作思路是一种创

新，给我们防止和整治形式主义提供了十分有

益的启示。

第一点是认清形式主义的本质和表现形

式。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其根本就是虚夸取

巧，不论结果只求形式，最终让自个轻松、让下

属疲于一些无谓的事务。其主要表现是，抓工

作大而化之、浮在面上，以开会代替“落实”，以

发文显示“担当”，以交办当作“督查”，以纸上虚

造报表代替“严谨”。认清了这一点，无论形式

主义怎样变化，都有火眼金睛，识破其真面目。

第二点是批亢捣虚整治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看

表面、务虚浮，整治形式主义就是要反其道而行

之，求实，就是四字真经“结果导向”。你说得天

花乱坠，我只听群众感受，看结果如何。群众反

映你差，你阻碍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就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林州市一名群众在“互联网+督查”平台上

留言赞美：“这个平台确实不错，我反映办理社保

卡时工作人员态度不好，第二天就有人主动和我

联系说明情况，马上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形式主义种类多样，具

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改头换面、隐形变异，以新的面孔出现。整治

形式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整治形式主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治理手段

必须与时俱进，无论形式主义怎样千变万化，

都要一露头就打。此外，还要以改革创新的勇

气，形成一套从发现问题到分析研判、追责问

责，再到狠抓整改、建章立制的反形式主义工

作机制。10

画中话

激活“休眠”制度
让分拣不再暴力

□吴睿鸫

12 月 19 日，一则关于申通快递暴

力分拣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内容

显示，申通吉林长春经开二区网点的工

作人员对分拣的快递随意抛扔。申通

对此回应称，将对违规网点进行彻底整

顿，对涉事承包区予以处罚，对个别言

辞不当的第三方员工已解除合作。（据
12月20日《澎湃新闻》）

此次暴力分拣之所以引发公众普

遍关注，是因为这位工作人员“金句”频

出，他理直气壮地怼客户，“易碎物品只

要包装好就不会碎，包装不好怎么样都

会碎”“谁家都扔，不光我家”。竟然还

建议客户发顺丰“不差钱不差事”。而

就在前段时间，国家邮政局刚刚发出致

全体快递从业者的倡议书，重申寄递高

峰期安全、文明操作的重要性，要求“认

真投递手中的每一件快件，不抛扔、不

踩踏、不延误、不破损，让‘有温度’的快

递及时飞入千家万户”。

对于暴力分拣，其实并不缺少制度

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企业在分拣作业时，不得野蛮分拣，严

禁抛扔、踩踏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快件

（邮件）损毁。违反此项规定的，由邮政

管理部门处一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快递

业务操作指导规范》明确规定，快件分

拣脱手时，离摆放快件的接触面之间的

距离不应超过 30厘米，易碎件不应超过

10厘米。

但在现实面前，这些制度与标准似

乎已被架空，每次出现暴力分拣，总有

人替快递员“打抱不平”。显然，暴力分

拣乱象迟迟得不到有效改观，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并不是站在尊重

消费者权益的视角考虑问题。现有制

度处于“休眠”状态，也难以让快递企业

产生足够的改进动力。任何健康的市

场，都应当用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快递

市场也不例外。监管部门不妨借鉴餐

饮行业“明厨亮灶”的做法，快递企业不

论大小、不分名气，一律置于监控之中，

不仅有利于倒逼快递行业注重分拣作

业，也能推动整个快递行业服务质量的

全面提升。2

□杨维立

刷 到 一 篇 深 度 好 文 ，来 不 及 看 怎 么

办？先收藏了再说。习惯了在社交平台上

碎片化阅读的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收藏经

历。时间一长，收藏夹里全是没读完的文

章。网友们戏称这一行为是“意念学习”，

总感觉只要链接在手，就有下次再仔细阅

读的可能性。为了纠正这种错觉，豆瓣网

友建立了“收藏夹不吃灰”小组，打卡督促

自己定期整理收藏夹，激活被尘埃掩埋的

“宝藏”。（据12月20日《扬子晚报》）
在媒体专业领域里，“一键收藏”但却

不会“回看”的行为，有一个专有名字叫“社

交媒体数字囤积”。“收藏夹不吃灰”小组因

为话题新鲜，吸引了一群专业研究生的进

驻。来自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在小组里发起

了调查，并晒出了数据：一项调查显示，

2000 名受访者中有 52%的人从未从自己的

设备中删除任何文件和应用程序，有 41%

的人会尽最大可能避免从自己的设备中删

除图片和视频，如果不得不删除，78%的人

会选择将文件转移到另一台设备。这种现

象被称为“数字囤积”——积累大量的数字

项目但很少会删除它们，导致很多人的设

备不堪重负。

事实上，在如今这样一个知识焦虑的

时代，符号化的收藏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定

义了我们的生活，需要“掸灰”的远不止收

藏夹。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人走向社会

之初曾经豪情满怀、壮志凌云，“囤积”了不

少想法：等过了年、等考完试、等这件事完

了……然而，却迟迟不见行动，生活依旧照

着原来的轨迹前行。

唐 代 文 学 家 柳 宗 元 在《蝜 蝂 传》中

写 道 ：“ 蝜 蝂 者 ，善 负 小 虫 也 。 行 遇 物 ，

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

止也……”这篇寓言小品，寓意深刻，至今

仍具警示意义。现实中，一些人患上了欲

望“囤积症”，累身累心，导致身心健康受

损。

2021 年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在

辞旧迎新的日子里，让我们用好“掸灰”哲

学，以新面貌、新状态看待得失、宠辱、进

退，既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善于

“减负”“清零”，勇敢地向各种形式的“囤

积障碍”说不，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勇毅

前 行 ，向 着 充 满 希 望 的 2022 年 阔 步 进

发。10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7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
为，违反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10 图/王鹏

□任志伟

2011 年，保利发展落子河南，正式开
启筑梦中原之路。十年来，保利发展河南
公司牢记央企使命，始终以奉献社会、关
爱民生为己任，秉承“美好生活同行者”的
品牌愿景，深耕于这片广袤的沃土之上，
不断稳步前行，以不变的初心，与城市共
创美好。

2021 年，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全体一
心，高举红色旗帜，交出了一份让中原人民
满意的答卷，谱就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华章。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月 27日晚上，《红旗颂》《东方红》《走

进新时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
唱祖国》……一首首雄壮有力的合唱，一支
支耳熟能详的乐曲，从河南省艺术中心传
出，感情真挚地表达出了保利人与全国人
民的共同心声。

这是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党总支举行的
一场特别的“七一”红色音乐党课。从歌声
中，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与征程，从
音符中，抒写了河南保利人对祖国母亲和
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希望。

百年星火耀征程，初心如磐恰风华。
自今年起，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就把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细化工作清
单，以“星火百年、从新出发”为主题的党建
宣传体系，从一季度的“星星之火”到二季度
的“星火相传”，从三季度的“不忘初心”到四
季度的“再启新篇”，以专题党课、主题党日
活动、红色践学、文艺汇演、基层调研座谈、
重温入党誓词、红色观影等多种形式，认真
学习百年党史，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波澜
壮阔与风雨沧桑，充分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持续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通过学习，全体员工用党的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
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同时结合实际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到
实处，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创
造非凡业绩。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党总支书记、公司
总经理陆戎表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
习党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突出保利特色、突出学用
结合、突出担当作为，守正创新，锐意进取，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

坚守初心使命 弘扬榜样精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
要先锋力量。

2021年 4月 2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保
利发展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
标志着河南保利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实现
了党组织的一次重要升级。

在鲜红的旌旗指引下，保利发展河南
公司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先进、作风优良、
敢打硬仗、甘于奉献的党员干部。

作为保利发展河南公司技术管理部部
门经理的樊全武，自调任河南公司以来，不断
磨练和提升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来诠释责任
与担当。他始终秉承“统筹考虑，重心前移”
的工作原则，统揽大局，确保各部门协调到
位，高效完成工作。针对在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和不足，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和执行计划，最
终在公司领导的支持和部门员工的积极配合
下，让所属部门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开展专业技术工作的同时，必须要
不断加强对党的政治理论的学习，也必须
要以身作则，用‘责任、担当、钻研、进取’的
工作准则，完成每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
知晓政策，管理队伍，带领队伍。”樊全武
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21年 7月，
他光荣地被评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优秀共
产党员。

在保利发展河南公司，这样的党员干

部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在哪个岗，都时刻以
党的原则要求自己，创先争优，充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带领广大员工为公司实现跨
越发展贡献力量。

体现责任担当 谱写时代华章

一个团队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

今年夏天，河南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
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保利发展
河南公司第一时间响应上级指示，全面动
员积极行动，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全力配
合政府相关部门落实相关救灾防疫工作，
保护社区安全，为居民及广大业主捐款捐
物，派发物资，风雨相守，携手共度。

关键时刻显担当。在此次抢险抗疫过
程中，在公司党总支的坚强领导下，郑州、许
昌、开封、洛阳四城联动，各级领导干部身先
士卒、恪尽职守、勇于担当，各支部、党小组
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
先锋突击队冲锋在前、不畏困难，各项目团
队全员在岗、夜以继日、不辱使命，于险情中
守护万家灯火，用一个个单薄的肩膀扛起了
群众的安危，筑牢12个项目的安全屏障，守
护了超20000户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责
任和担当唱响了一曲动人的赞歌。

“让党的组织成为企业最坚强的堡垒、
让党员同志成为企业最优秀的员工、让党
建工作成为企业最核心的文化。”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只要心中有信念，一切艰难
险阻都可以战胜。最终，保利发展河南公
司收获了广大业主和居民满满的谢意，同
时也收到了分别来自郑州市委市政府、郑

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郑州地铁集团、
郑州中建深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及鹤壁
市鹤山区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赠
送的表彰锦旗。

高质量党建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和者筑善，行稳致远。2021年，是“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保利发展河南公
司跨越发展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竞
争，同时又相继遭受汛情、疫情的影响，给经
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但对有战略定
力的企业来说，能以稳健的经营穿越行业周
期、逆势扩张。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保利
发展河南公司党总支工作的引领和坚强领
导。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引领下，保利发
展河南公司紧擎党旗，把控战略，积极布
局，不畏缩不悲观，以充足的底气和充分的
信心、积极布局未来，交出一份令社会各界
瞩目的答卷，为中原人民的美好生活绘就
了一幅幅美丽的蓝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保利始
终肩负着央企使命，不断激发党建红色引
擎作用，坚持把党建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高质量的发展保障民生利益，巩固完善“经
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实现与人居
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与城市共生共
荣，彰显“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党建就是生产力，党建就是凝聚力。陆
戎表示，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将继续坚守初心
使命，坚持党建领航，厚植红色基因，深入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坚定发展信念，融会贯通，牢记在心，
践行到位，以只争朝夕的劲头、真抓实干的
作风，奋力谱写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新时代、新征程，锻长补短、积厚成器。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满活力的企
业党建定会帮助企业发展腾飞。2021年是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深耕中原的第 10年，无
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
现在为起点，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保利发展
河南公司党总支以讲政治、强体系、带队伍、
谋发展、开新局的奋进姿态，带领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群众拾级而上，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保利迈向卓越贡献区
域力量，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增
添一份荣光。

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展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党建纪实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十周年司庆仪式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党总支成立大会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党总支红旗渠红色践学活动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七一”红色音乐党课

保利发展河南公司爱心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