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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节后工作状态怎么样？
文/新华社记者 刘 硕 柯高阳 翟永冠 宋晓东 尹思源

春节后第一周，基层
干部工作状态如何？记者
在多地走访时发现，大多
数基层部门年后“复工”状
态较好，迅速投入到各项
办事服务工作中。然而也
有个别人年后没能及时收
心。

多数干部状态“在线”

为了督导节后工作状
态，多地纪委监委派出巡
查组对干部作风和工作纪
律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重点检查工作人员节
后是否按时到班在岗，工
作时间内是否有玩游戏、
上网聊天、上网购物、看视
频、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
娱乐活动等现象。从检查
情况看，绝大部分工作人
员都能按时到岗，严格遵
守工作纪律。

“今天多少人请假？”
“请假手续是否完备？”2月
11日是节后上班第一天，

重庆市渝北区派出3个督
查组，对全区12个单位采
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系
统大数据筛查等方式开展
作风专项督查。渝北区纪
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
责人骆潇说，今年的督查
结果显示，各单位到岗到
位情况良好，未发现无故
不到岗情况，工作状态也
明显提升，节后第一周区
政务服务大厅实现群众

“零投诉”。
春节后第一个工作

日，记者在河南省漯河市
的部分行政单位窗口和办
事大厅看到，大部分单位
工作人员都已经按时到
岗，开始帮群众办理手续。
早上9点，在漯河市公安局
沙北分局李集派出所户籍
室，有好几名群众在排队
办理手续。该所的户籍民
警说，一般节后都是农民
工外出务工的高峰，为了
方便农民工出门使用身份
证，当天不到8点，派出所

就开门接待群众办事，比
正常工作时间有所提前。

记者15日在天津市南
开区凤园北里社区居委会
了解到，该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不仅节后迅速回归到
为民服务岗位上，假期里
还有不少人帮助居民解决
问题。居委会主任李娟说，
只要百姓有需求，无论是
否过年放假，都是工作人
员的上岗时间。

记者查询部分城市的
市长公开热线、政民互动
网站发现，这些热线电话
或网上服务平台在节日期
间和上班之后都能够及时
服务、反馈。长春市市长公
开热线自2月4日至10日累
计处理市民投诉5900余
件，节后的市民投诉建议
也都得到了快速回复处
理。

少数人未收心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

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还
停留在过年时的闲散状
态，没能及时收心。

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发布的石屏县纪委监委节
后纪律作风检查情况中
说，个别基层单位存在请
销假制度执行不规范、干
部去向公示牌更改不及时
等情况。浙江苍南县纪委
检查发现，个别单位存在
少数工作人员上班迟到、
考勤不规范和上班时间玩
游戏等问题。

在一些窗口单位，少
数工作人员工作状态明显

“不在线”。记者14日在重
庆两江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内看到，一些“闲置”窗口
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哈欠，
大厅内的服务人员则自顾
自玩起了手机，有市民前
来办事也未起身引导。在
一个工程建设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还为坐在一旁的
孩子辅导起了作业。在天
津一家基层公共服务中

心，记者看到，一名身着辅
警制服的工作人员靠在照
相窗口边的服务台前睡着
了，过往群众对此颇有微
词。

一些地方对节后工作
不在状态现象进行调查处
理。河南省伊川县智慧政
务服务中心成立调查组，
对工作时间10多个服务岗
位电脑关机、工作人员看
视频、喝茶聊天的情况进
行调查了解，对不遵守纪
律等行为进行严肃批评。

山西阳泉市纪委监委
网站14日通报了两起春
节后工作日午间违规饮
酒问题。阳泉市国有资本
运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管理部副经理马文
彪和阳泉市国有资本运
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投融资管理部
经理弓宏章2月12日午间
饮酒，造成不良影响，分
别受到警告处分和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保持好为民服务状态

一些受访人士认为，
当前，社会各界对高效便
利的政务服务需求越来越
高，政府办事和服务机构
的工作人员应该随时保持
好为民服务的好状态，在
过年过节之后更是应该迅
速归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说，新年
伊始工作千头万绪，基层干
部的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
百姓生活，关系到政府形
象，各地必须严查督导，保
证各项工作尽快就绪。

徐行等专家和部分群
众建议，一线工作人员要提
高主动性，变外部监督推动
为自觉主动，真心实意帮助
群众、服务社会。“在日常服
务中还要解决好‘门好进脸
好看事情仍然不好办’的问
题，要尽可能帮助百姓办成
事，推进各项改革持续深
入。”徐行说。

近年来，国内屡屡出
现用剧毒农药毒杀野生鸟
类事件，包括小天鹅、大
雁、野鸭等国家保护鸟类
都惨遭毒手，数量之大，令
人触目惊心。记者调查发
现，有的电商平台公然售
卖剧毒农药，并指导如何
毒杀野生鸟类，成为这类
案件获取作案工具的重要
来源。

“今晚吃鸡”成广告语

有网友向记者反映，在
淘宝网搜索“野鸡药”“扁毛
霜”等关键词，出来大量售
卖“毒鸟药”的信息。

记者查询发现，尽管
商家展示图片只写着“大
吉大利、今晚吃鸡”“冬天
吃野味，野味专用药”等广
告语，但询问后，商家都承
认所售商品实为剧毒农药
呋喃丹（又名克百威、扁毛
霜），并指导如何用来毒杀
野外鸟类。

除了宣传商品是“禽类
呼吸终结者”“吃了1分钟
内，10米见效”，有商家还把
买家毒杀野生鸟类的现场

做成集锦：有的鸟类尸体排
成数排；有的凌乱地堆在一
起；有的鸟还一息尚存，脚
和翅膀不停抽搐。

据悉，呋喃丹已被纳
入国家农业部门制定的
《限制使用农药名录（2017
版）》，被要求“实行定点经
营”“标签应当标注‘限制
使用’字样，并注明使用的
特别限制和特殊要求”。

但淘宝网售卖的呋喃
丹都用白瓶盛装，瓶身无
任何标签和字样，25g-50g
的售价在20至40元。多位
商家表示，这些并非“正牌
商品”，为“个人制造”，自
己也是从别处进货，来源
不方便透露。

来自河南的鸟类保护
志愿者老宋告诉记者，自
己曾在黄河滩区发现过绵
延数公里的毒饵带，不少
候鸟就倒在附近，口吐白
沫，有的还在痉挛。

他说：“呋喃丹在捕猎
者中使用较多，野生鸟类
只要食入一粒毒饵就足以
致命，若猛禽、小型兽类等
吃了中毒的鸟，可引起二
次中毒。”

“野味”还是“毒味”？

在老宋看来，野生鸟
类之所以频频成为不法分
子的毒杀对象，背后既有
经济利益作祟，也有舌尖
欲望的驱使。

“在一些野味饭店里，
珍稀野生鸟类有的售价高
达数千元。他们从狩猎者
手中购买的价格有的也达
千元。投毒成本不仅低廉，
用农药下毒也难被外人察
觉。”老宋称这暴利如“天
上掉钱，每天‘散步’弯腰
捡就行”。

在询问中，名为“婷婷
手工编织品”的商家还向
记者指导起“毒鸟”的烹饪
方法：捕捉鸟类后只要将
内脏和头去掉，就可以用
来做菜，不存在中毒风险。

“吃了被毒杀的鸟，人
体不可能不受毒性影响。”
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
研究所副所长桂文君解释
说，呋喃丹是一种氨基甲
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
剂，属于剧毒农药，不能用
在蔬菜和果树上。人体中
毒表现可能会有流涎、流

泪、瞳孔缩小及肌束震颤
等症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
林公安法制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崇波表示，野生动物
保护法规定，禁止生产、经
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
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
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
食品。

他警示说，对使用毒
药等禁用的工具、方法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
具和违法所得，分别处猎
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
下和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国家农业部门
颁布实施的《农药经营许
可管理办法》也对网售农
药行为作出过明确规定：
限制使用农药不得利用互
联网经营。利用互联网经

营其他农药的，应当取得
农药经营许可证。

撑起野生鸟类保护伞

针对个别商家销售
“野鸡药”违规商品的情
况，淘宝网在给记者的回
复中写道，已开展排查工
作，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和平台规则，从严对违规
商品进行下架处罚。

电商平台存在违法违
规商品早已不是新鲜事。
拼多多近日发布的《2018
拼多多消费者权益保护年
报》显示，2018年，拼多多
关闭超过6万家涉嫌违法
违规店铺，下架近4500万
件违规商品，前置拦截近
3000万条侵权及违规链
接。

淘宝网也表示，对于
平台当前一些违法违规商
品存在使用变异关键词进
行搜索的情况，平台一方
面运用技术做识别风控，
同时还联动志愿者队伍进
行人工排查。

但记者发现，尽管一
些“毒鸟药”已经被下架，

但不少售卖商家店铺仍运
行正常。有人还给记者发
来信息，表示可以“换个地
方聊聊”。

“平台一旦发现有商
家售卖违禁商品，应该加
大处罚力度，而不只是简
单下架相关商品。”中国政
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认为，电商
平台应切实履行管理责
任，加大人工巡查力度，并
且不断丰富关键词库。

艾力艾智库高级研究
经理刘自然表示，从当前
发生过的案件来看，不法
分子的反侦察意识强，仅
靠平台对关键词管控远远
不够，否则网售毒鸟药只
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他认为，平台要转变
过去的“事后监管”模式，
将监管前置，尤其要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
段，升级对售卖产品的识
别力度。“一旦发现问题，
有关部门、社会力量、平台
要形成合力，加大对毒源
的打击力度，为野生鸟类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自然环境撑起保护伞。”

一些电商公然售卖毒杀野生鸟类药物
文/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胡洁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