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时讯

4 聚 焦 20182018年年55月月2424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周智捷编辑：周智捷 版式：胡艳素 电话：电话：5767776357677763 信箱：信箱：jryjnews@126.comjryjnews@126.com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级带着一
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担当
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就
是要督促领导干部多当“领头
雁”，不为“甩手官”。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有时会
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只挂帅不出
征”“只吹号不冲锋”，只在讲话
中强调“高度重视”，鲜见工作中

率先垂范，热衷于让下级签订
“责任状”，把“层层压实”变成
“层层推责”。

领 导 干 部 ，就 该“ 先 干 一
步”。身为“领导”，肩负着“引
领”与“指导”的双重责任。当好
引领者，就应该审时度势、谋划
方向，立好“风向标”、当好“领头
雁”；做好指导者，就应该先行一
步，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启
迪思维、修正认知，不尚空谈、避
免光说不练。作为“干部”，更应

该坚持“干字当头”，既要自己想
干、愿干、主动干，又要带领下级
能干、会干、加油干。

一级带着一级干，就要务实
重行，直面问题挑战、带头承担
责任、充分发挥头雁效应，效果
远好于置身事外的“摇旗呐喊”

“擂鼓助威”“吹号鼓劲”。领导
干部应当时刻谨记，没有表率作
用，就没有统率资格。不能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的干部，就会逐
渐在团队中丧失威信，其所带领

的团队也会变得松松垮垮，在群
众中失去凝聚力。

一级做给一级看，就是不仅
要做好“引路人”，更要做好

“示范者”。领导干部，要当好
“发令员”，更要当好“领跑
员”。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跑道上，上级
多以躬亲实践积累的经验引领，
下级才能少交学费、少走弯路，
进而不断提高改革攻坚、推动发
展的能力与水平。

“上为之，下效之。”只有各
级领导干部切实发挥示范表率
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
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才能
更好地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行
胜于言，撸起袖子加油干、带
头干，方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留下最闪耀的功勋、最无
悔的记忆。

新华

多当“领头雁”不为“甩手官”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23
日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全球范
围内动员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
共同为减贫知识分享贡献智慧，
这是创新和深化全球减贫伙伴
关系的最新尝试。

本次活动是在 23日举办的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启动的，活
动面向全球关注扶贫的组织和个
人征集原创优秀减贫案例，活动征
集时间为5月23日至8月23日，经
主办方初选后将案例提交评审专
家组，最终确定100个最佳减贫案
例，评选结果将于10月份公布。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
张广平说，希望本次活动能收集
到更多优秀减贫案例，更好推动
国际减贫经验交流，让更多人关
注扶贫、参与扶贫，为完成减贫
目标共同努力。

本次活动将为 2017年上线
的“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
分享平台”补充最新案例，该平
台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和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负责管理维护，
并与全世界 40多家智库和研究
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广泛征集
案例资料。 新华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崔丽 22 日在日内瓦表
示，中国政府响应全球根除疟疾
倡议，2017年已经首次实现无
本地感染病例报告，即将成为全
面消除疟疾的国家。

22日在71届世界卫生大会
上，中国、斯里兰卡和缅甸三国
联合举办“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国家主导的消除疟疾行
动”边会。崔丽在边会上发言
说，中国已经制订了消除疟疾的
行动计划，提出了到 2020年全
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她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
青蒿素研究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为全球疟疾治疗工
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的
青蒿素药物部分产品已经通过世
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中国生产的长
效蚊帐已进入“抗击艾滋病、结核
和疟疾全球基金”采购目录。中国

向世界提供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
疟疾防治产品，必将为全球疟疾消
除行动做出新的贡献。

她说，2016年，中国与澳大
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疟疾
控制三方发展合作试点项目，提
供疟疾诊断及鉴定的技术和研
究支持，目前已培训 300余名医
务人员、实验室人员和科研人
员，探索形成了全球疟疾防控三
方合作的新模式。

疟疾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人民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
病。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
2016年全球估计疟疾新发病人
数 2.16亿，较 2015年增加了约
500万例，全球疟疾防控工作仍
然任重道远。对此，崔丽表示，
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疟疾防控和
消除的支持力度。 新华

国家卫健委官员

中国即将全面消除疟疾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网站消息，2018年第一季度，原
工商总局消保局部署北京、上
海、广东、浙江等四省(市)开展
的网络交易儿童用品质量专项
抽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近日公布抽检结果：抽检行动共
购买样品 462组，其中发现无厂
名、厂址商品61组，检测出质量
不合格商品 116组，总体不合格
商品检出率为28.9%。

本次专项抽检共选取 13家
电商平台，分别为京东、亚马逊、
当当、蜜芽网、国美在线、1 号
店、爱婴室、母婴之家、天猫商
城、淘宝网、贝贝网、蘑菇街、唯
品会；共抽检七个类别儿童用
品，分别为儿童鞋、儿童玩具、儿
童服装、婴儿纸尿裤、轮滑鞋、玩
具滑板车、婴幼儿背带(袋)。

抽检行动共购买样品462组，
其中发现无厂名、厂址商品61组，
检测出质量不合格商品116组，总
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28.9%。
其中，儿童玩具不合格指标主要
涉及标识和说明、用于包装或玩
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等项
目。轮滑鞋、玩具滑板车、婴幼儿
背带(袋)不合格指标主要涉及邻
苯增塑剂、pH值、材质、标识、警告
和使用信息等项目。儿童服装不
合格指标主要涉及纤维含量、色
牢度、PH值、甲醛含量等项目。

这位负责人表示，对抽检中
发现的不合格商品以及无厂名、
厂址商品，已要求相关省(市)工
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产品质
量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
检验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立案
查处。 中新

市场监管总局抽检网售儿童用品

不合格率为28.9%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在北京启动

共同为减贫贡献智慧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表
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会晤可能会推迟。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到访
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会见记
者时表示，他与金正恩的会晤

“可能不会在 6月 12日举行”。
他说，如果会晤没有在既定时间
举行，或许会在晚些时候举行，
目前正在沟通中。

特朗普还说，美方为会晤设
置了“条件”，如果美方的要求得
不到满足，会晤就不会举行。

特朗普本月 10日宣布，将

于 6月 12日在新加坡与金正恩
举行会晤。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
冠 16日发表谈话说，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
提出以“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
的“利比亚弃核模式”等主张，不
是有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是
企图在朝鲜身上重演把国家完
全交给大国而崩溃的利比亚或
伊拉克的命运。如果特朗普政
府想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
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
导人会晤。 新华

5月22日，洪都拉斯特古西
加尔巴，一架 Gulfstream G200
飞机在通孔廷国际机场降落时

滑出跑道，机身损毁严重，至少
6名美国乘客受伤。

新华

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 21日
说，该国西部山区超过 800人因
食用野生毒蘑菇中毒，至少 11
人死亡。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
通讯社报道，克尔曼沙阿省、库
尔德斯坦省、洛雷斯坦省、赞詹
省等省份数以百计居民食用在
山区生长的野生毒蘑菇后中
毒。其中，克尔曼沙阿省7人中
毒死亡。

卫生部官员说，超过 200人
入院治疗。眼下没有简单有效
的治疗方法，许多病人需要移植

肝脏。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少两

人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鉴于不确定中毒者食用的

蘑菇类型，卫生部正在实验室作
检测。

伊朗较为常见的一种毒蘑
菇名为毒鹅膏，又名“死亡帽”，
菌伞呈浅绿色，菌柄为白色，食
用几枚蘑菇就可以致人死亡。
这种蘑菇生长在温暖、潮湿环
境，起源于欧洲，在英国、爱尔兰
分布广泛，在北非、亚洲同样较
为常见。 新华

迁至耶路撒冷的巴拉圭驻
以色列大使馆 21日正式投入使
用。巴拉圭是继美国和危地马
拉之后，第三个把驻以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国家。

巴拉圭新使馆位于耶路撒
冷一个办公园区。巴拉圭总统
奥拉西奥·卡特斯和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21日出席
开馆仪式，发表讲话。

耶路撒冷地位是以色列与
巴勒斯坦和平进程中最棘手议
题之一。大多数与以色列有外
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在特拉
维夫市。

以色列 1967年在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单方
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永久、

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则
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
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
年 12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遭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当
月晚些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一
项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路
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

危地马拉驻耶路撒冷大使
馆 16日开馆，与巴拉圭使馆设
在同一办公园区。

巴勒斯坦人 1988年宣布建
国。迄今为止，100多个国家承
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和不少欧洲
国家没有承认。2012年 11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给予巴勒
斯坦观察员国地位。 新华

出尔反尔
特朗普说美朝领导人会晤可能会推迟

追随美国
巴拉圭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误食毒菇
伊朗超800人中毒11人死亡

机体断裂
洪都拉斯一飞机降落时滑出跑道

近期，随着天津等地加入
“抢人大战”，各地的招才引智
举措再次受到社会关注。在城
市降低落户门槛之后，人未到、
户先落的“户口空挂”现象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

杜绝“户口空挂”

从去年开始，为了招才引
智，全国 20余个城市纷纷给出
了相关的引才“红包”。而其中
的落户政策，则是民众最为关
心的版块之一。

“抢人大战”最新的入局者
天津于 5月 16日发布了“海河
英才”计划。其中，全日制高校
本科毕业生不超过40周岁就可
以在天津落户。

政策一出，天津落户申请
火爆。据当地媒体报道，5月17
日，天津市人社局透露，自天津
发布“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以
来，不到 1天便有 30万人办理
落户申请。而根据媒体最新报
道的数据，截至21日，已有5800
余人直接落户天津，领取调档
函的人数则超过2.7万。

“从这几天的办理情况看，
申请人数非常多，在政策发布
的第一天，就有30万人上网，今
天的网络访问量已经突破 80
万。这样的关注度，的确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天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光在21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落户火爆场景背后，也
出现了一些争议。对此，天津
市人社局 20日回应：此轮人才
落户新政，目的在于支持有意
来津真正参与天津各项事业发
展、愿意在津脚踏实地创新创
业的人员，而不是借落户之机，
单纯挂靠户籍，或为子女获得
参加高考资格、买房炒房的各
类其他人员。

同时，天津市人社局强调，
要合理界定引进的是否是天津
真正所需的人员，确保杜绝“户
口空挂”、“暗度陈仓”等现象的
发生，必须严格实行落档才能
落户的规定。

何谓“户口空挂”？

天津的“海河英才”计划发
布之后，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不
少民众的关注，张锐就是其中
的一员。

张锐来自河南济源，2015
年从四川某“双一流”高校本科
毕业后，便来到北京工作，而他
的户口，则从成都回到了河南
老家。

天津的户籍新政一出，张
锐就看到了机会。

“天津市的政策此前一直
较紧，并没有很好的落户机会，
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在张锐
看来，无论是享受公共服务，还
是未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纸

天津户口都比济源户口更有竞
争力。

“更何况，从北京到天津，
高铁只需半个小时。”张锐称。

张锐还告诉中新网记者，
落户天津，自己早有打算。作
为一名创业者，他在一年前便
将公司注册到了天津，“因为天
津当时有着更好的创业和税收
政策，有利于降低成本。此外，
天津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落户
可能。”张锐说。

在张锐看来，相比于天津，
在北京生活和创业有着更好的
资源优势，所以他平时的办公
地点，缴纳的社保、税收都在北
京地区。

“即使拿到了户口，我也不
会去天津工作。”张锐说。

像张锐一样持有北京社保
的“北漂”是否可以落户天津？
记者致电了天津市宁河区行政
许可服务中心。

一位工作人员解释称，来
天津落户，原则上不能有异地
的社保。“如果申请人持有异地
社保，我们也可以办理，但是经
后台查询后可能会被清户，由
此造成的后果由个人承担。”

此外，针对此前已经取得
准迁证的该类人是否会被清
户，该工作人员回应说，那时尚
未有异地社保的相关要求，但
是否会被清户要看后台工作人
员的审核。

“户口空挂”影响几何？

在现实中，“户口空挂”现
象并非个例。这种现象可能会
有何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
院研究员张翼介绍，无论是人
在户不在，还是户在人不在，

“户口空挂”的现象都会导致公
共资源的设计、配置、使用等方
面出现问题。

“到底有多少人要在这个
城市上学？有多少人需要就
业？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的过
程中，都需要详细的人口分布
数据，从而根据市场的变化来
规划。”张翼解释称。

同时，张翼还告诉中新网
记者，城市管理者希望把人才
和户籍都留在本地，但社会的
发展、市场的变化使得人口不
可能永远在户籍所在地稳定就
业，这就需要各地在制定人才
战略过程中做更多有针对性的
设计。

此外，中新网记者调查发
现，“户口空挂”现象还催热了
中介市场。

21日，记者致电了一位自
称可以代办天津市落户的中
介，当记者告知自己符合年龄、
学历要求后，该中介工作人员
给出了记者落户天津的报价：3
万元。

这位中介告诉记者：“如果
委托我们办理，无需落档，只需
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们可以通过‘内部通道’来办
理，一周左右即可拿到户口的
准迁手续。”

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在激烈的城市“抢人大战”
中，“户口来了，人没来”的现象
值得深思。

张翼分析，一项政策的出
台，需要政策制定者对城市的定
位、民众对政策的需求进行详细
推演，以免发生类似的摩擦。

此外，还有声音指出，“户
口空挂”现象的背后，映射的是
民众对现有户籍制度的焦虑。
在张翼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焦虑，最终还是需要加快
推进户籍改革。

张翼分析，当前的户籍制
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城
市中的非户籍人口比较多，而
很多城市又以户籍为指标来配
置社会资源，这也导致人们看
重附着于户口之上的城市资源
和服务。

张翼告诉中新网记者，户
籍改革的大方向就在于逐步剥
离附着于户口之上的城市公共
服务分配功能，让户口回归其
本身的人口登记功能。(应受访
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中新

聚焦城市抢人大战：

“户口空挂”隐忧何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