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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 和 使

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我们耳熟能

详的“灾情就是命令”，“越是

艰险越向前”……彰显了我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

风，展示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敏感和行动自觉。新时

代下，道路依然会有曲折，韶关基础薄弱，欠账较

多，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建设

北部生态发展区核心城市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工

作千头万绪，困难肯定不少。“坚持问题导向”就是

告诫全市党员干部心往何处想、劲往何处使，围着

什么转、朝哪里发力。问题是发展的前提，带着问

题出发，攻坚克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给我们自

身补齐短板的好机会。

“政策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全市

“两会”召开后，我市定下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任

务目标措施。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交通建设等各

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

题。在市委政治巡察中被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党

组(党委)，必须制订方案、立行立改、逐条整改、整改

到位、逐条消号；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有差距的县

区，就必须大力招商引资、招才进宝，推进项目落

地、企业投产；重点工程进度不理想的责任部门，就

必须知耻后勇、迎头赶上；企业减税、基层减负不到

位的责任部门，就必须逐个清理、逐项落实；扫黑除

恶有死角、存积案的，就必须重拳出击、限时办结；

扬尘治理有难点、有反弹的，就必须加强执罚、猛药

治疴……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有深

入调研才能胸有成竹、脚上有土才能心中有谱，只

有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

扫除“拦路虎”、啃下“硬骨头”，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赢得战役的胜利，交上满意的答卷。

全市一盘棋，发展靠大家。披荆斩棘、滚石上

山没有评论家、旁观者。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必须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聚焦存在问题，开

展监督执纪、督查督办、舆论引导、支持配合，及时

总结推广迎难而上、科学高效解决困难问题的经

验，严厉批评、严肃查处畏缩不前、敷衍塞责、失职

渎职的行为，营造搞定就是能力、摆平就是水平的

良好氛围。只有大家团结一心，扫除发展中的“拦

路虎”，才能收获发展的“果实”。

要发展就不怕问题。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

弱，你弱它就强。我们必须发扬大无畏精神，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善于克难。坚持问题导向，一步一

个脚印地解决当前问题，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我们必须坚定必胜信念、坚持问题

导向，加紧处理，扫清障碍、加快发展，在解决问题

中补齐发展短板，不断开创韶关发展新局面，掀开

新篇章。

清明节又到了，清明是缅怀逝

者，寄托哀思的日子。“万物生长此

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作为中国人缅怀先人的特定日

子，每当清明时节，人们总要扫墓祭

祖，祭奠的形式也许各不相同，但人

们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就是向先人

表达广泛的尊重与尊敬，对逝去的

生命表示深切而又绵绵不绝的哀

思。这也是《论语·学而》中提到的

“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慎终追远”

是对先人一生行为的哀思与深情追

忆；“明德归厚”则是了解先人事业

功勋，并对其高风亮节、嘉言懿行的

一种诚挚的缅怀。

然而，如今各种祭奠活动却渐渐

走了“样”、离了“谱”、变了“调”，离

“清清明明”的宗旨越来越远。一时

火光冲天，烟雾蒸腾。在烟熏火燎、

垃圾遍地的环境污染之外，“心灵污

染”则更是百害无利。这种祭祀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悖离，与现代社会提

倡的“厚养薄葬”格格不入。

此时想起了清明时节的千古绝

唱《清明》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

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

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

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这是宋代

诗人高翥的七律诗。它把清明时节上坟的情景写

得如此逼真，如此感人肺腑，但诗中的真实意义，却

是“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在诗中说的是：人间酿

造了那么多的美酒，儿孙们祭拜时摆设的玉液琼

浆，又有哪一点一滴能真正到九泉之下给先人受用

呢？此诗虽带有偏见，但在提倡孝道的今天，仍然

带有普世教育的意义。

什么是孝？子游曾向孔子请问“孝”，孔子回答

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孔子回答子夏问时说：“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

是说，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

人；对父母不尊敬，即使每一顿都给他们酒肉吃，也

不能算做到了“孝”。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

认为，只要给父母提供足够的钱物，让父母衣食无

忧，这就是尽孝了，岂不知，这是伪孝。

清明扫墓，告慰的是逝者，但更不能忘了生

者！“家有一老是一宝”，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赡

养、孝敬他们？“孝”是赡养，是事奉，是尽心竭力。

自古以来，“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怆故事常在我们

生活中听闻，成为千古遗恨，不要等到一切都无法

挽回了，才知道这些人对你是多么重要。在殡葬已

经进入了“厚葬”时代的今天，我们是否想到了，“厚

葬”其实可以节简，“厚养”才最重要，请记住：“在世

孝敬胜祭奠。”

有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好家中

健在的老人就等于在厚养我们自己，因为任何人都

会有老的那一天，今天的老人就是明天的我们自

己。让孝道清明起来，我们时时在清明节“慎终追

远”，不忘追忆先人们的美德；我们孝敬身边的长

辈，不论贫富，不离不弃。这是清明节最温情的感

恩和孝道。

3 月 29 日，我市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推进会，总结 2018 年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

部署今明两年任务。会议提出，要全力把乡村振

兴战略谋划好实施好，奋力书写韶关“三农”工作

新篇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就乡村振兴战略发

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我市要做好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就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乡村振兴战

略是统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必然举措。然而，把乡村振兴战略谋划

好、实施好是下一盘大棋，应该从大处着眼，于小

处着手。在推进韶关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该加

快建设我市益农信息社的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

设有关规范通知》文件精神，将好事办实，将实事

办好。

以益农信息社建设为切入点，将农业信息资

源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农户，对韶关乡村振兴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益农信息社又称 12316 村级信

息服务站，是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旨

在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缩小数字鸿沟，将农业信

息资源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农户，通过开展农业公

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培训体验服务

提高农民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为农民解决

农业生产上的产前、产中、产后问题和日常健康

生活等问题，实现我市各区县普通农户不出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受到便捷、经

济、高效的生活信息服务。

以益农信息社建设为切入点，对促进韶关城

乡一体化发展，助力韶关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我市已进入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同步推进的新时期，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农业现

代化，应该以益农信息社建设为切入点，加快推

进我市农业信息化建设，让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搭

上信息化快车，这对于韶关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

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帮助。

以益农信息社建设为切入点，能加快提升韶

关农业现代化水平，助力韶关乡村振兴。我市是

农业大市，各区县农业农村资源点多、线长、面

广，大力推进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用信息技术武

装韶关农业，是利用现代科技农业转型升级、提

升韶关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大举措。大力推进

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畅通农村信息渠道，是推动

我市各区县城乡信息服务均等化、增强农村信息

消费能力的现实途径。大力推进信息服务进村

入户，构建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也是培育韶

关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

段，可谓好处多多。

加快建设益农信息社，要有时不我待的精

神，方能确保到 2020 年覆盖全国 80%以上的行政

村。当前，广东省龙头农业企业广东亚北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作为县级益农运营中心，在实践中结

合曲江实际，不断探索服务曲江三农振兴发展的

新路子和好方法，得到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和韶

关市农业农村局的肯定。韶关各地要相互借鉴，

加强学习交流，明确责任部门、责任领导、工作标

准、目标任务，特别是加强部门合作，集聚涉农信

息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公益服务平台，提升益农

信息社服务功能和水平。同时，还要进一步健全

完善建设益农信息社运营机制，调动更多有社会

担当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益农信息社会建设，

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目前全

国有超过 20.4 万个村已经建立了益农信息社，这

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全国行政村的

三分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部（原农

业部）积极推动互联网在农业农村的应用，“互联

网+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信息进

村用户工程实施范围扩大，农村信息综合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今明两年我市要按照上级工作部

署，群策群力，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以

新担当新作为加快益农信息社建设，确保 2020 年

80%以上的行政村会建立益农信息社，助力韶关

振兴乡村发展。

近期，江苏响水“3·21”爆

炸事故和常长高速“3·22”客

车起火事故等均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每一起事故，都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

成重大损失；每一次惨痛教训，都为各地安全生

产工作敲响了警钟。

我市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今年1月

1 日，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李红军就深入企业

调研生产建设工作，要求企业强化安全管控。3

月27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结束后，李红军书

记立即组织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

调，要深刻吸取血的教训，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安全生产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地

方大局稳定的大事。一丝马虎大意、一个疏忽纰

漏都可能造成安全生产事故，不仅会导致大量经

济财产损失，更会让一个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

破碎。这时才想起来去补救，为时晚矣。各级党

员干部必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时刻保持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坚守不可逾越的安全意

识红线，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的实际行动上。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防范重

特大事故的发生，就要扎实做好预防工作，坚持

“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将安全防线建立在企业

基层一线。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一线工作法”，

深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地区和生产一线进

行排查整治，切实严防死守，坚决排查和整治造

成群死群伤的安全风险隐患。要全面落实监管、

属地和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和日

常预防相结合，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安全生产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到方

方面面，有些工作需要在短时间内集中优势兵

力，重点突击，力求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还要

持之以恒，扎实细致地做好日常性的安全生产基

础性工作，避免“一阵风”“走过场”。各级党员干

部要注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集中力量

打好“攻坚战”，又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打好“持

久战”，不断巩固我市安全生产良好局面。

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全市 7 个县（市）同期开

展县级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着力打造全省首个

全域国家森林城市地级市，将在创森总体规划达标

期（2018-2021 年）统筹投入 30 多亿元，以“大地植

绿、心中播绿、全民享绿”为目标，推进 9 项主要工程

任务落实，力争在 2021 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集结号”已吹响，如何将这一决策落实落细？全

市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应积极投身到植绿播绿

的行列之中，当好植绿播绿护绿的“主人翁”。

创建森林城市，人人都是植绿者。或许我们不

能播出一片森林，但我们可以种下一棵绿树，每人种

一棵树，千千万万的绿树，终会有成林的时候。笔者

曾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一位教

授作过科学计算，一棵中等大小的树木，按生长 50

年计，其创造的直接与间接价值为：生产氧气的价值

31250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00美元；保持水

土的价值 37500 美元；防止流失增加肥力的价值

31250 美元；为牲畜挡雨遮风提供鸟巢的价值 31250

美元；制造蛋白质的价值 2500 美元；总计 196250 美

元。一棵生长 50 年的树木居然能创造这么大价值，

其作用不可低估！韶城要植绿，离不开你我他。俗

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也不例外，只要人人都植上一抹绿，韶城将变成绿的

海洋！我们今天栽下一棵树苗，或许看不到她长成

参天大树，待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又何尝不是为子

孙后代造福，为其留下宝贵的财富呢？大家行动起

来吧，播一抹绿，就是对创建森林城市的最大贡献。

创建森林城市，坚持生态建设一盘棋。市委常

委会会议已谋篇布局，各级各部门应以时不待我的

作风全力推进 9 项主要工程任务落实落细，形成“城

乡绿化一体化”共识和“森林进城，生态文明进万家”

建设格局，集中力量，重点组织实施森林生态屏障、

城乡绿色家园、生态景观廊道、森林质量提升、生态

绿城等工程。同时还要坚持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并

举，实行兴林富民，把经济林基地、花木基地、森林生

态旅游、生物能源林基地建设作为森林城市建设和

引导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来抓，以生态建设带动产

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生态改善。

创建森林城市，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座城

市，一看建筑，二看树木。发展城市森林，不仅改变

了城市钢筋水泥的冰冷外貌，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

享受绿色的热情渴望，也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增添了

勃勃生机，说白了，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恩

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

进行报复。是的，现在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我

们也越来越感受到了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而这些

报复是先进的科技也不能控制的！台风海啸，大雪

干旱，在自然界面前我们有点束手无策了。其实，只

要我们关爱她，她同样会回报我们的。因此，创建森

林城市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以

人为本，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弘扬城市绿色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委常委会会议已吹响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的“集结号”，我们没有理由怠慢，从我做起，从身边

做起，从现在做起，以实际行动为韶城添绿，只要我

们行动起来，群策群力，持之以恒，我们的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一定会成功。

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区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我市的经济发展。我们要加快发展步伐，除了

要苦练内功，更要善借外力，巧借东风，助力我市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中央和省里许多行政机关都拥有制定

政策或下拨项目建设资金的职能。我市有关部门应多

跑省进京，努力争取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产业政策；争取省提高生

态保护补偿标准、制定珠三角受益地区与保护生态地

区、流域下游与上游的横向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等有利

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建设资金，为推动

我市交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农业、

生态林业、生态旅游、民生事业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实

现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

同时，市有关部门应每月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争

取了哪些政策、得到多少资金、解决了什么问题，及

努力的方向等。而市里亦应出台相关制度或考核实

施细则，作为年度政绩考核

与奖惩的指标依据之一，掀

起你追我赶争取政策和项目

建设资金的热潮。

罗哲月

带着问题出发，攻坚克难补短板
——二论“干字当头、问题导向、重点发力、以上率下”

黄镇伟

﹃
贪
心
﹄

读取联系人和通讯录，偷偷监控外拨电话，翻看手机通话记录，甚至还开启了录音
功能……在三令五申下，APP过度索权问题依然屡禁不止，即使是来自行业领先大公司
的 APP 问题同样突出，已经成为消费者的新痛点。“过度索权”背后，是企业漠视个人信
息保护心态在全行业蔓延带来的“军备竞赛”。 新华社发 徐俊 作

以益农信息社
助力乡村振兴

网民老林

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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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
与
孝
道

叶边鱼

抓安全生产绝不能缓一缓歇一歇 “练内功”也要“借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