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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我们要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坚持生态和文化并重，既治问题、又美景观，既强功能、又提
品质，既重保护、又促发展，努力彰显“两江四岸”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水的独特魅力。

近日，徐州政府信息公开网一则通知显示，徐州市副市长王
剑锋一次性被任命为46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主任等职
务。对此，徐州官方回应称，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的，在达到期
限或预定条件时予以撤销。（据人民网）

点评：领导干部“身兼46职”虽说是个例，并没有代表性，但
是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存在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各种领导小组扎
堆等问题，容易造成机关工作的事务主义泛滥，影响工作效率。
因此，要加大决心和魄力砍掉各类不必要的议事协调机构，不断
优化政府职能，让领导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身兼46职”
图/朱慧卿
文/俞 平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城，主城区“两江四
岸”是城市发展的主轴，是重庆“山水之城”的
核心地带，也是重庆推动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
和载体。1月12日，江北区江北城段6公里岸
线作为一期工程先期实施，这标志着我市“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按照“点上点靓、线上贯
通、面上提升”的工作思路全面启动。（1月14日

《重庆日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是城市发展的

底线，文化承载着城市的精神价值，“文化+生
态”是城市品质提升的发展方向。重庆依山
傍水，风景如画。两江（长江、嘉陵江）从重庆
穿城而过，“两江四岸”成为了山城的独特资
源。打造“两江四岸”，努力建成山清水秀生
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

文荟萃风貌带，关乎城市未来发展空间潜力，
关乎城市品质提升，重要性不言而喻。

打造“两江四岸”，是一场城市品质提升
战。提升，意味着补齐短板，治理提升。我们
要清醒认识到，目前“两江四岸”仍存在环境脏
乱、生态质量较差、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不
够、人文彰显不足等问题。对症下药方能药到
病除。我们要坚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
打好“文化牌”“生态牌”，让文化和生态齐头并
进，确保“两江四岸”成为“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的城市典范。

生态财富是最大财富，绿色家园是最美家
园。“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的目标之一，就
是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达到“国际一
流滨江带”品质水准。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

包括治理环境污染顽疾、分类整治滨江护岸、
优化滨江岸线功能、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开展
城市水体整治、绿化美化江岸设施等在内的6
项重点工作，重塑“两江四岸”生态功能，构建
多层次、多色彩的滨江绿带系统，让“两江四
岸”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只有把绿色作为
打造“两江四岸”最鲜明的底色，才能使“两江
四岸”成为展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城市品
牌的靓丽名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把历史文
化融入到“两江四岸”的景观设计中，能够提升
城市人文品质，打造具有老城元素的新景点。
打造人文荟萃的风貌带，就要按照“顺应自然、
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写意当代”的原则，立足

山水资源禀赋，彰显人文之美，以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为抓手，串联“两江四岸”重要历史文化
保护区，营造山水人文交融的都市美景。比
如，江北城通过梳理文史资料，挖掘和完善了
如“渝关雄开、府城三台、莺花晚渡”等人文景
点设施，在打造精品旅游路线的同时，全方位
展示了城市人文记忆。

“两江四岸”是天赋重庆的宝贵资源，“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是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重
大专项。我们要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坚持生
态和文化并重，既治问题、又美景观，既强功
能、又提品质，既重保护、又促发展，努力彰显

“两江四岸”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水的
独特魅力。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不少在党政部门、机关单位工作
过的人都遇到过“看着办”的问题，就
是领导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让自己“看
着办”。面对自己“看着办”，不同的干
部有不同的想法，也自然就有不同的
做法。有的干部能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按照规矩制度把领导安排的工作
办好，而有的干部则“灵活”运用“看着
办”里面的空间，任性而为，办了一些
违规违纪的错事、坏事。

一般来说，领导在安排工作的时
候能够指明方向、划好界限，下属干部
就能够依规而行、依法办事，工作过程
始终都能在制度的“笼子”里。然而，
一句“看着办”却让下属干部有了更多
灵活操作的空间，一些干部可能要仔
细琢磨领导的意图，尽量小心翼翼，尚
能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
态度和行事风格，但有部分干部则是
巴不得听到领导的这句话，把“看着
办”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权力，拿着“看
着办”的鸡毛令箭到处“破格”办事、

“超标”行事，甚至还认为领导把权力
下放给自己，就是要自己灵活处理。
如此把“看着办”当成是领导对违规违
纪行为的默许，把领导的“看着办”想
差了、办错了。

在机关单位工作中，其实经常遇
到“看着办”的问题，或是有一些事情
领导觉得不重要，觉得下属干部可以
自己“看着办”，或是出于对下属干部
的信任，认为他自己知道怎么办，或是
领导对工作不负责、不用心，想着可以
让下属干部去操心、去费神，直接就一
句“看着办”。不论是哪种情况、出于
哪种意图，“看着办”总归让一些干部
找到了“灵活处理”的空间，有的干部
仗着领导的“授权”，在工作上瞎指挥、
乱操作，甚至于把领导交办工作的这
一点点“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用来
为自己办私事、谋私利。

一句“看着办”绝不是说可以随便
怎么办，更不能钻空子、打“擦边球”，
把好事办成坏事、对事办成错事。对
于机关单位时常出现的“看着办”的问
题，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工作负责、把
关，看好自己的属下干部，具体办事的
干部更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能越
权，更不能越过纪律的“雷池”。

警惕“看着办”式
不作为
□李清白

“春节期间快递停运”的网络消息是真
是假？经记者核实，近期流传的此类消息均
是假消息。目前，邮政、顺丰、“三通一达”、
百世等主要寄递企业尚未公布春节期间具
体服务安排，但均表示不会停运。（1月13日

《新京报》）
根据以往经验，每逢春节临近，快递行业

便提前进入了“春节模式”。所谓“春节模
式”，要么是快递“不保时效”，要么是直接关
门歇业，这几乎成为快递企业的一种“行业规
则”。如此语境下，邮政、顺丰、“三通一达”等
多家主流快递企业“不停运”的表态，令人心
生温暖和感动。当然，人们更期待，春节期间
不停运应成为快递服务的一种常态。

事实上，即使春节期间不停运，快递也
难以规避“春节模式”，如快递“不保时效”、
关门歇业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节日病”。
快递遭遇“春运”，邮件积压严重，除了春节
网购火爆之外，也暴露出一些快递企业服务
意识淡薄，患上了“节日异动症”，行业遭遇

春节“用工荒”。究其原因，一是快递公司聘
用的快递员，大都不是公司正式员工，属于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随时走人，不受邮政部
门“春节不得擅自停业”规定的限制。二是
即便是有人愿意春节加班，但快递公司也不
愿意支付几倍的加班工资，因为快递服务资
费不会也不允许“逢节便涨”，快递企业不可
能去做赔本的生意。

可见，快递春节不停运，更须服务不延
误。这显然需要快递企业积极应对。首先，
应改革用工制度，建立一支专业、固定的快
递员队伍，提高工资、福利待遇，落实社会
保障制度，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
件，用人性化管理吸引人、留住人。同时，
要做好春节工作预案，安排快递员在春节
坚守工作岗位，并及时足额兑现加班工
资。当然，在资费不涨的情况下，为保证春
节快递业务正常运营，邮政部门应适当给
快递企业提供补贴，使其在春节服务不亏
本，或少亏本。特别是，保证快递春节不歇
业，不延误，还需邮政、交通、电商等通力合
作，形成服务合力。

（作者系湖北省公务员）

春节快递“不停运”更须服务“不延误”
□汪昌莲

世像
ＨＵＡ SHI XIANG画

“卫监行动2018”专项监督检查显成效
近日，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通

报了“卫监行动2018”专项监督检查
结果，检查历时10个月，累计监督检
查各类单位23184户，行政处罚1763
件，罚没金额总计416.23万元。

此次“卫监行动2018”专项监督
检查包括基层医疗机构静脉输注等8
项专项监督检查，着力解决卫生健康
行业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涉及
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公共场所、饮
用水卫生等多个领域和婴幼儿沐浴
场所等卫生健康新业态。通过专项
监督检查，不仅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健
康权益，也极大提升了我市综合监督
执法能力。

行动中，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
还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模式，营造群众
参与、社会共管的良好氛围。结合专
项行动，其选取了医疗美容机构和游

泳场所2个领域开展“你点名，我监
督”交叉执法检查行动。该活动为我
市首创，由于其“公开、透明、有参与
性”，得到广大市民和媒体的积极支
持。活动历时近两个月，共收到群众

有效网络“点名”105万余票，共突击
检查群众“点名”单位100余户，处罚、
曝光了一批群众意见大、违法行为严
重的单位，社会反响强烈，成为我市卫
生监督执法的“品牌行动”。

历时10个月、监督检查各类单位23184户、行政处罚1763件

“卫监行动2018”
专项监督检查结果

（一）基层医疗机构静脉输注专
项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基层医疗机构 16959
家，其中村卫生室10247家、诊所6193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519家，检查覆盖
率100%。共警告288件，罚款112.45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9.29万元，暂停
执业2人，吊销许可证1家，其中对村
卫生室警告131 件、罚款36.37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0.62万元；对诊所警告
146 件、罚款 71.89 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18.67万元、暂停执业2人、吊销许
可证1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警告11
件、罚款4.19万元。

（二）医疗废物及医疗污水处置
专项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1801 家，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有住院病房的
民营医院与厂矿医院、独立设置的医
学检验中心、血液透析中心、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累计罚款
192.97万元，其中医疗废物行政处罚
420 家，罚款总金额为 87.07 万元；医
疗污水行政处罚234家，罚款总金额
为105.90万元。截至发文时，另有医
疗废物行政处罚案件15件未结案，医
疗污水行政处罚案件76件未结案。

（三）婴幼儿沐浴场所卫生专项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全市卫生监督检查婴
幼儿沐浴场所1002户。各项卫生监
督检查内容均合格的为671户，合格
率为 66.96%。共抽检单人沐浴用水
391 户，合格 362 户，合格率 92.58%；
抽检多人共浴用水 271 户，合格 233
户，合格率85.97%；抽检空气948户，
合格780户，合格率82.27%；抽检公共
用 品 948 户 ，合 格 775 户 ，合 格 率
81.75%。立案查处婴幼儿沐浴场所
148户次，罚款22.06万元。

（四）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专项监
督检查

监督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867
家，查处案件30件（含中医医疗机构
3件），其中未备案开展第二类或限制
类医疗技术的29件，从业人员无资质
的 1 件。30 件案件中，有 16 件已结
案，其中警告 10 件、罚款 15 件，罚款
金额2.55万元，其他14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五）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专
项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医疗美容机构145家（美
容医院19家、美容门诊部45家、美容诊
所81家），内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
构50家，涉及全市24个区县。查处案
件28件（未结案3件），责令改正42户，
警告8户，罚款20件，罚款5.5万元。

（六）血液透析传染病防治专项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了血液透析机构 131
家，监督覆盖率 100%，责令改正 80
家，发现违法行为 74 家，立案 55 件，
未结案5件，警告27家，罚款47家，共
计罚款30.65万元。

（七）校园直饮水卫生专项监督
检查

监督检查全市使用直饮水学校
和托幼机构1336所，其中使用现制现
售饮用水 1147 所，分质供水 189 所，
监督覆盖率 100%。对 849 所学校下
达责令整改监督意见书，有6个区县
对供水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共计罚
款24000元。

（八）夏季重点公共场所卫生专
项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834户游泳场所，对监
督检查不合格的143户游泳场所均责
令限期整改。立案查处游泳场所193
户次，其中查处未依法取得卫生许可
证擅自经营游泳场所136户次，罚款
186 户次，罚款金额 28.36 万元。对
829 户游泳场所进行了抽样检测，对
抽样检测不合格的171户游泳场所均
责令限期整改。监督检查248户使用
集中空调的公共场所，对其中146户
使用集中空调公共场所开展抽样检
测，合格率为91.78%。

罗清云

>>>链接

执法人员正在对游泳场所水质进行抽样检测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12:00-2019年2月15日12:00。公
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
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www.cqgtfw.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9002-GC19003采矿权出让人：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
市酉阳县桃花源街道新民街九号国土房管局，联系人：
冉老师，联系电话：023-75532650。

二、交易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网址为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
（二）网上交易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书，凭CA

数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进
行报价。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字证
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
代6-1，联系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
址：http://os.ezca.org:8001/easyca/netpay/，或关注

“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并提

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
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
帐号，交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
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受
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2月15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
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

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
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五、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后的15个工作日内，

持成交确认书向采矿权出让人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权出
让合同》，逾期未提交申请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

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
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
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
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
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
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
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
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
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
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序号

GC19002

GC19003

采矿权名称

酉阳县双泉
乡饰面用灰

岩矿

酉阳县泔溪
镇泔溪村砖
瓦用页岩矿

地理位置

酉阳县双
泉乡

酉阳县泔
溪镇泔溪

村

矿种

饰面用
灰岩

砖瓦用
页岩

矿区范围拐
点坐标

详见《网上交
易出让文件》

详见《网上交
易出让文件》

储量
（万吨、万
立方米）

50.48

67

开采面积
（平方公里）

0.042

0.018

开采
标高

+805
米至+
730米

+446
米至+
388米

生产规模

2万立方
米/年

6万吨/年

出让年
限（年）

7.6

5.35

出让收
益底价
（万元）

462.76

55.95

保证金
金额

（万元）

123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