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班组长“提素工程”为企业发展添活力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年来，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 中小学生使用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
产品日益广泛。 这一趋势给传统的学习与教育管理
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 也对学生身心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4月26日 《中国青年报》） □王铎

木须虫： 近日， 国内超70家
影视传媒机构及500余位艺人发
布联合倡议书， 呼吁短视频平台
推进版权内容合规管理， 清理未
经授权的内容。 短视频侵权需要
治理，除了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维
权机制、提高侵权成本之外，更重
要的还是找到短视频行业利益相
一致的制约制衡机制， 使得反侵
权、 遏制侵权， 成为行业的内生
动力。 毫无疑问， 这要求短视频
平台切实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推进职称改革 助力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基层和贫困地区要么

招不到人才 ， 要么招到人
才又流失了 ， 因而陷入人
才与落后互为因果的 “怪
圈”。 甘肃的经验为我们打
开了新的思路 ， 其中有些
经验不仅适用于贫困地区，
同样可以为发达地区职称
改革 ， 助力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所借鉴。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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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外培训乱象
要下“猛药”治理

景区“预约限流”
应成为一种旅游常态

吴学安：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针对民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 依法
查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
法、虚假宣传等行为，对四家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行为分别
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
政处罚。 虚火过旺、乱象纷呈的校
外培训市场， 确实到了该下猛药
治理的时候了。 要找准“病灶”所
在，对症下药，加大治理力度。

整治短视频侵权
平台应负起责任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工人日报》 报道， 甘肃深
化县以下基层， 特别是深度贫困
地区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改
革， 破除唯学历、 唯资历、 唯论
文的 “三唯论”， 告别外语、 论
文 、 计算机 “一刀切 ” ， 通过
“放权、 松绑、 倾斜、 优惠” 等

一系列 “政策组合拳”， 让人才
扎根基层发展有空间、 晋升有通
道 、 贡献有获得 ， 一批农村教
师、 乡村医生、 农村实用技术和
文化人才成为受益最大的群体。

众所周知， 许多基层和贫困
地区发展迟缓， 经济落后， 一个
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专业技
术人才。 延揽人才需要条件， 包
括提供优厚待遇和发展空间， 而
这些又都与职称相关联。 专业技
术职称不仅是对一个人业务水
平、 工作能力的界定， 而且关系
到收入多寡、 生活水准乃至社会
地位。 但是， 由于现行政策某些
规定条件的制约， 又限制了许多
基层人员的职称晋升。 基层和贫
困地区要么招不到人才， 要么招
到人才又流失了， 因而陷入人才
与落后互为因果的 “怪圈”。

甘肃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了新
的思路， 其中有些经验不仅适用
于贫困地区， 同样可以为发达地
区职称改革， 助力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所借鉴。

其一， 设置定向使用的专业
技术岗位 ， 下放基层亟需的教
育、 卫生、 农业和工程系列副高
级职称评审权。 专业技术岗位结
构比例及总数控制、 评审权限集
中， 是制约基层职称评定的重要
原因。 甘肃为基层开设职称评聘
“自留地”， 有效解决了基层人才
职数少、 层级低、 晋升难问题。
与此相对应， 专业技术人员可选
择 “全省有效” 或 “全省县以下
基层有效” 双通道晋升职称， 这
样的 “地方粮票” 虽然 “有限流
通”， 但对于大多数并不准备流
动的人才而言， 已经足够， 反而

有利于他们安心基层工作岗位。
其二 ， 在上述举措的前提

下， 对论文和外语、 计算机能力
不做硬性要求， 突出了基层人才
品德、 能力、 业绩、 贡献导向。
以往职称评审中， 外语、 论文、
计算机是 “硬杠杠”， 现在实事
求是了。 以外语为例， 考察应试
者的外语水平是为了应用， 离开
了这个终极目的考试， 就是无的
放矢， 为考试而考试。 况且， 评
职称考外语， 但不等于任何职称
都需要相当难度的外语水平。 如
果实际工作中用不上外语， 即使
“考” 过去也就扔了， 有何用处？
现在 “跳一跳够得着”， 挺好。

其三，谁用谁评，赋予基层更
多话语权， 着力解决过去 “高标
准”条件下，基层人才与省市属单
位人才的不对称“比拼”问题。推

进基层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重在
业绩、 能力评价标准， 譬如以科
技、专利、教案、病例等成果替代
论文， 全面考察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业道德、专业素养、能力水平和
业绩贡献，凭实绩论英雄。同时加
大对爱岗敬业、工作实绩、工作年
限、任职年限的评价权重。

其四， 规定省市属单位人才
职称晋升 “凡晋必下”， 以后晋
升高级职称的人才， 必须在县以
下基层服务一年以上 ， 同时明
确， 脱贫一线业绩可作为申报条
件， 以激发年轻人到基层和贫困
地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 用这条
“硬杠杠” 作为约束， 无疑有利
于进一步激活基层和贫困地区人
才资源。 正如甘肃同志所说： 人
才干在基层， 扎根基层， 成长的
通道必须畅通在基层。

“五一”将近，很多人即将
开启“假期模式”。专家预计，今
年五一旅游人次有望突破2019
年同期水平，超过2亿人次。 数
据显示，“五一” 假期超七成人
群选择跨省旅游 ，“迁徙式旅
游”盛况或将重现。 从热度看，
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北京、上
海、杭州、三亚、广州、成都、重
庆、深圳、厦门、南京、武汉等地
预订依然火爆。 在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 一些地
方取消了景区限流。 （4月25日
《经济日报》）

众所周知， 每到节假日，
尤其是每到 “五一 ”、 国庆 、
春节这样的 “黄金周” 期间，
一些景区便会屡屡出现 “人从
众” 的拥堵现象， 不但车堵，
而且心堵， 许多游客游玩之后
便会纷纷发出 “花钱买罪受”
“不是看景而是看人”“以后还
是老实待家里”等感叹。笔者以
为， 一些景区之所以会屡屡出
现“人从众”的拥堵现象， 关键
在于景区没有采取 “预约限
流” 等常态化、 长效化的治理
要求和管理模式。 一些景区为
了经济效益“最大化”，往往让
景区“超负荷”运转，既没有采
取“预警机制”，又没有实行“限
流预约”等有效举措，而是任凭
景区里“人满为患”，人挤人，人
看人。 这既混乱无序， 又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

因此，笔者以为，只有让景
区“预约限流”成为一种旅游常
态，才能确保有序、平稳、安全，
才不会出现“人从众”的拥堵现
象。 这就要求我们的景区不仅
要把“预约限流”作为景区管理
的一个模式来抓， 而且还要抓
到位、落到实处。

眼下， 假期临近。 但愿各
地各景区坚持 “预约限流” 的
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 在不断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的同时， 切实做好有序旅游、
文明旅游、 安全旅游， 从而让
每一位游客开开心心来旅游，
平平安安回家去。 如此， 旅游
才是一种休闲， 一种享受， 一
种幸福。 □叶金福

来自陕西国防工会系统的
172名优秀班组长， 近日汇集到
陕西工运学院， 参加2021年陕西
省首期企业优秀班组长素质能力
提升示范培训班， 开始了为期5
天的 “再充电”。 以此为始， 陕
西省今年将投入517.5万元 ， 对
2250名企业优秀班组长进行培
训。 （4月26日 《工人日报》）

班组长被称作为 “兵头将
尾 ”， 论职务 ， 虽然很不起眼 ，
但论作用， 却真的不小。 班组是
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

位， 就像人体上的一个个细胞，
如何让这些 “细胞 ” 健康地成
长， 班组长发挥着 “灵魂” 和核
心的作用。 只有优秀班组长， 才
能带出优秀的班组 、 优秀的团
队， 使企业具有凝聚力、 创造力
和发展力 。 可是 ， 在一些企业
中， 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 好像
班组选配了班组长就可以了， 却
忽视了对他们知识和技能的 “充
电”， 使不少班组长不知晓班组
建设的基础作用是什么？

笔者以为， 陕西省以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采取专家授
课、 案例研讨、 经验交流、 成果
展示、 现场体验等形式， 全面实
施班组长素质能力培训提升工
程， 好就好在， 不仅提高了班组
长的地位和作用， 让他们增强了
荣誉感和责任感， 而且通过对班
组长全面“充电”和赋能，可谓是
“磨刀不误砍柴工”， 有效地打实
了班组建设的基础， 让这些生产
一线的 “细胞” 充满了生机， 为
企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这样的
做法， 值得推广！ □费伟华

职业病目录有必要加快调整脚步
“共创健康中国， 共享职业

健康。 ”4月25日至5月1日，我国迎
来第19个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
周，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专业人士呼吁，应适
时、灵活、适度调整《职业病分类
和目录》，关注新职业、新危害因
素，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4月26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新技术、 新材
料、 新工艺广泛应用， 新职业、
新工种和新的劳动方式不断产
生， 职业危害因素更为多样、 复
杂。 一些新的职业危害因素未纳
入职业病目录， 不利于劳动者健
康保护。 比如， 有劳动者工作中
长期接触钴、 锑、 钡、 锆等多种

重金属， 导致全身无力、 站立不
稳、 背部疼痛， 被医院诊断为神
经痛。 但法定职业病中与金属有
关的主要是呼吸系统疾病， 并不
包括神经痛。

近年来，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当前职
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无论从
兜底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角
度， 还是基于提高用人单位职业
病防治意识的考量， 职业病目录
都有必要加快调整脚步， 做到与
时俱进。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我们也
有能力将更多新型职业病纳入法
定目录，让“保护伞”越撑越大。

眼下， 我国医保目录、 罕见

病目录等均已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 医保目录原则上每年调整1
次， 罕见病目录更新时间原则上
不短于2年。 相比之下， 我国职
业病目录也应告别 “数年一大

动”， 实行动态更新， 做到 “小
步快跑”， 从而不断适应新形势
新变化， 为更多遭受职业危害的
劳动者， 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

□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