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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农业现代化是乡
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从发达国
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农业现代化
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引起乡村发展的现代
化变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
动力、人才动力、产业动力。

提供科技动力。农业的出路在现代
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现
代科技是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
驱动力。历史上，正是由于农业技术形
态的不断进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不断演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
中，农业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资源利用率，加快乡村发展的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比如，用现
代科技提供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改造
农业，能够加快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与
管理创新的速度，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
关键变量。当前，科技的不断创新特别
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
空间，有力促进了乡村多元发展并加快
新动能成长，重构乡村产业链和价值

链，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带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和专业化分工，也让传统产
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
直接推动力。

提供人才动力。农业现代化道路是
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确
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安全和农民
收入增长是其基本目标。农业现代化
将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既是乡村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
径，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与保障。
还应看到，人力资本是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代化推动城乡
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农业比较效益的
高低决定着乡村人才的去留。乡村振
兴，人才是关键。随着农业现代化的
不断推进，农业的功能不断拓展、价
值不断凸显，农业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
不断提升。这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
来到乡村、投身农业，从而打破长期以
来人才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
形成返乡创业、资本下乡的新局面，为
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从这个

意义上讲，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
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
系，互相作用、相得益彰。

提供产业动力。农业是乡村的基础
产业、核心产业。只有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乡村才会有活力，农民才会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
不可能实现产业兴旺，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农业
现代化通过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
要求，以合理的产业结构、先进的生产
方式、现代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优化农
业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培育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健全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推动供给
结构和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带动乡村产
业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为乡村产业兴
旺提供强大基础动力。

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

下班后还被工作群消息轰炸？
对于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珠海决
定出手！假期刚过，5月5日下午，
广东珠海香洲区委宣传部牵头召开
了“珠海市香洲区为基层减负进一
步规范微信工作群新媒体账号管
理”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新规引
发大家讨论，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
建一个工作群，发言要有内容不得
随意刷屏，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
布工作信息；此外，每周二定为

“无会日”。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珠海香洲区
这一新规显然是为了顺应上级精神
出台的具体举措，试图从新媒体这
一角度切入，为基层真正减轻负
担。

然而，具体到“一个单位只建
一个工作群”等措施，却犯了“以
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
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过度留痕等现象，的确是基层负担
过重的表现，但究其实质，是犯了
形式主义的错误：将上级文件不加
消化地转发下达、反复通过各种会
议和检查落实上级指示等，其实很
多时候都是为了证明自己高度重
视，出现问题后便于推卸责任。而
对于是否起到真正效果、又是否完
全不必要装样子，并不是很在意，
直接导致了基层干部职工疲于应
对，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不增反降。

微信群等新媒体工具的出现，
极大提高了工作沟通效率，积极意
义不容抹杀。进一步说，不是工作
群多导致了负担过重，关键在如何
使用工作群。譬如，很多领导干部
的意识很分裂——既认为微信群是
工作助手，同时又不觉得下班后在
群里沟通工作属于“加班”。其结
果，就是权力触角伸向员工的生
活，不分时间地打扰别人休息。事
实上，这都是缺乏“场景意识”的
表现，是权力意识导致的“以自我
为中心”，显然不是“只建一个群”
能够解决的。相反，有了这样的硬
性要求，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反而
会不方便，也可能对其他人带来不
必要的打扰。

基层减负动真格，还要问问基
层的意见，自上而下地拍脑袋解决
问题，一定是治标不治本。就像周
二是“无会日”，会议可能加在周三
一样，减负的具体举措也不宜“一
刀切”和过于具体，只要遵循“重
实效、轻形式”这一原则去改变，
基层负担就一定可以降下来。

基层减负关键
不在“几个群”
□宋鹏伟

最近，某市民使用小区健身器材锻
炼时，金属器材突然断裂，致其手臂被划
伤。

随着城市公共设施的健全，如今健

身器材投放力度越来越大，广场、游
园、小区、街头，时不时都能看到各种
各样的健身器材。这些健身器材的投放
服务了市民，体现着城市的民生柔情。
然而，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健身
器材投放之后，就处于自生自灭的境
地，除非到了“不能使用了”才会有人
更换，其他时候是没有人前去管理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不少“伤痕累累”

的健身器材。因此，有的市民的胳臂被
健身器材锋利的断裂处划伤了，有的市
民被健身器材的螺丝碰坏了腿，有的市
民因为健身器材突然断裂摔在了地上。
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是自认
倒霉，要么自己包扎一下，要么换一个
地方去锻炼。

健身器材是公共设施，不能安装了之，
后续的管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

□郝冬梅

莫让健身器材成为“伤人暗器”

提高“三会一课”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
际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
是提高“三会一课”质量最根本的思想
遵循。

从笔者所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按
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性生活的若
干准则》所明确的要求，用高质量的标
准来衡量“三会一课”制度的执行情
况，还有不少需要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当前，“提高“三会一课”质量主
要是抓好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一个

“新”字。只有把创新放在“三会一
课”的重要位置，才能不断增强“三会
一课”对党员的吸引力，使之更好地焕
发生机。时代不断在发展，党员的接受
习惯也在改变。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政治学习和教
育。二是强化一个“实”字。要明确每
次活动都有实质性的内容，都能有针对
性地解决问题。提倡运用身边人身边事

的典型，有的放矢地开展学教活动，不
打无准备之仗，不开无计划之会。三是
落实一个“细”字。开展党的政治思想
工作一定要过细，切忌大而化之，笼而
统之，要把“细”字落到每一次活动
上。

□公 页

最近，一个叫“2018年中国最具
影响力中小学百强榜”的排名在一
些家长的朋友圈刷屏。据新京报报
道，这份榜单的来源指向了一家叫
做“校长会”的机构，主办公司工作
人员称，该榜单是从各中小学校官
网采集数据换算得来。据了解，该
榜单发布后即被叫停。图/沈海涛

叫停“百强榜”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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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通讯
员 邹 惠）近日，我市全面完成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

去年 9月，我市启动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我市是兵源
大市、优抚大市，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在泰州各县（市）中数量最多。截至 5
月 5日，全市共采集有效信息 51637人，
其中军队转业干部 2199人、退役士兵
42722 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和士官 29
人、无军籍离退休职工 5人、复员军人
562人、残疾军人 793人、伤残民兵民
工 2人、烈士遗属 874人、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 101 人、病故军人遗属 113 人、
现役军人家属 5348人。采集数据通过
省级审核51567人，通过率99.9%。

强化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发动。我
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
媒体和广告牌、宣传栏、公共屏幕等媒

介以及张贴海报等方式，广泛宣传信息
采集目的、采集范围、采集方式、采集
时间和采集时所需要证件和材料。累计
发放宣传单 10万多张，推送手机短信
100万条，确保将采集工作的消息传达
到每个应采集对象。

落实专用场所，配强工作人员。以
乡镇 （街道）、城市社区为组织单位，
全市共设立集中采集点 55个、流动采
集点 64 个。落实现场采集秩序引导
员、信息登记填写指导员、安全管理员
等专职工作人员，确保采集工作有序、
高效、安全。

全面排查摸底，开展采集登记。各
乡镇 （街道） 充分发挥民政办、劳服
所、组织科、人武部等职能单位作用，
依靠基层各村、社区的力量，对辖区的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调查登
记；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落实专人，

对本系统、本单位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进行调查登记，彻底摸清采集对
象人数及类别，并将《信息采集登记
表》发放到采集对象手中，引导他们实
事求是做好信息填写工作，对填写信息
进行审核，并告知采集时间、地点和注
意事项。采集时，所有采集对象凭《信
息采集登记表》和相关证件到户籍所在
乡镇（街道）的集中采集点申报采集。

实时考核监督，全面夯实责任。我
市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每周通报各乡
镇（街道）信息采集情况。信息采集采
取“层层把关，逐级审核”的方式，严
明工作纪律，派专人调档，摸清所有应
采集对象。对采集到的基本信息进行审
核，比对，核对无误后，录入系统，按
照“谁填报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的
原则，责任到人，做到全面、准确、详
实，不瞒报、不误报。

我市完成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硕功 陆钦勇）日
前，市公安局竹泓派出所民警收到一条
手机信息。发送信息者刘先生反映，他
正乘坐一辆出租车，驾驶员的行为很不
正常，就连方向盘都抓不稳。刘先生怀
疑该驾驶员可能吸食了毒品。

得悉这一情况后，民警一边与报警
人保持联系，随时掌握车辆位置，同时根
据信息提前赶往出租车停靠点进行布
控。不久，一辆出租车驶入民警视线。
民警随即上前盘查，发现驾驶员张某行
为异常，并在车辆驾驶座下面发现了吸

毒用的冰壶，民警立即将张某带到派出
所做进一步调查。

经查，张某对他吸毒后驾驶出租车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已被
依法行政拘留，其驾驶证也被吊销，案件
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警民联手 毒驾司机落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通讯员 何晓雯）近日，荻垛镇举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讲座。市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基本知识、督导工作基本知识
以及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主要案件
类型等方面，作了详细解读。

荻垛镇举办
扫黑除恶讲座

人社局举办
第三届运动会

5 月 11 日，市人社局举办
第三届运动会。运动会分为拔
河、跳绳、羽毛球、篮球、搬砖、
绑腿赛等运动项目。比赛中，
运动员们积极拼搏，充分展示
了人社系统干部职工的精神风
貌。 杨桂宏 摄

近日，应市第四人民医院邀请，
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教授杜
亚松走进兴化中学，就青少年心理
问题做了解读。冯兆宽 杨道朋 摄

儒学社区开展
插花DIY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朱 婵 记者
陈 华）为丰富社区文化生活，让社
区居民关注亲情、学会感恩，培养社
区居民审美意趣与生活情趣，5月12
日，儒学社区以“花漾女人、甜蜜母
爱”为主题，组织开展插花DIY活动。

当天，社区邀请插花老师讲解
花卉的分类、识别、购买以及鲜花的
处理、摆放等基本知识，手把手地传
授大家插花技巧。在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大家使用玫瑰、康乃馨、桔梗、
蝴蝶兰、勿忘我、马蹄莲等鲜花品
种，精心创作出一篮篮美不胜收、极
具个性的插花作品，脸上洋溢着幸
福感和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