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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
工作要实打实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
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
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
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各地落实情况
如何？

近期，《人民日报》推出系列报道“干
部状态新观察·关注驻村干部”，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在制定扶贫政策、
考核评估、督查巡查等方面依然存在不
严不实、面子工程、一刀切等问题。

“书记，书记，不下功夫去扶贫，只剩
书书、记记，怎么能行？”中部某县旅游局
新派了驻村第一书记，县里要检查扶贫
档卡，为完成任务，第一书记向本单位求
援。县旅游局只留一个值班人员，全单
位下村突击填表格，一切业务暂停。“填
报各种表格成了扶贫工作最大负担。”这
位书记打趣说。

近日，记者在中西部一些县采访中
发现，很多第一书记对扶贫领域出现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深恶痛绝又深感
无奈。

填报材料耗时费力
很多第一书记反映，填报材料耗费

了大量精力。扶贫档案要求必须由第一
书记亲笔填写，一式三份，均不得出错，
不得涂改。“有任何变化，三份都得改，改
一项数据就得折腾好几天。如果在小村
工作，贫困户不多，执行起来没问题。如
果在大村扶贫，贫困户有 1000 多个，光
靠第一书记一个人填写，很难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互联网时代，这种管理方式确实有
些落后。”一位第一书记介绍，有一个贫困
户，光身份证号码就填了几百次。一个
贫困村一年花在打印上的钱，不少于2万
元。“在扶贫中，这些表格的主要作用就是
迎接检查。”今年5月，有一个乡迎接检查
团，仅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

精准扶贫成了“精准填表”。不久
前，有领导到某村检查，发现档卡有一处
涂改，大发雷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
题？脱贫档案是进入博物馆的历史见
证，你们就是这么做工作的？”对此，一位
第一书记认为，扶贫工作的确要避免疏
漏和失误，但现在要求做到三个“零差
错”，干部们压力很大。“要求给贫困户算
账必须精确到几角几分，实话说，自己家
的账也未必能这么精细。”

“经常有领导来检查后，指示扶贫要

怎么搞，于是乡里就得在表格上再增加
几条，原来填过的表格再重新弄。”西部
某省的一位第一书记说，有一次，检查前
两天，县扶贫办又发下来一套全新的表
格，填完再让贫困户签字。“像这样改来
改去的表格，我已经填过9套了，连贫困
户都烦了，说怎么老让我们签字啊！”

考核监督流于形式
为何如此重视填表？很多干部看

来，这种形式主义源于考核验收不重实
际，导致基层栽盆景。

检查组进村，主要看工作有无痕迹，
一般一看表格，二看照片，三是入户。为
了迎接检查，有的村制作大型标识牌、宣
传牌，花费数万元，只为了让检查组看着
舒服。

中部某村，最近这几个月，每天都至
少有两次验收，省、市、县、乡，各级督导
组的标准和说法也不够统一。为了应对
检查，一些干部只做表面文章。记者从
西部某县了解到，有的村子为了应对检
查验收，贫困户家里不好看就给买新的
衣服被褥，再花钱把房子内外一粉刷，检
查组入户一看就像新的一样，而实际问
题并未解决。

此外，打卡出勤成为很多地方考核
驻村干部的重要手段，“这有利于约束和
监督驻村干部，确保出勤天数，但不能过
于僵化，驻村书记最大的任务是帮村里
找资金、跑项目，结果我们常常被定位打
卡拴在村里。”一位第一书记告诉记者，
特别是一些山区县，从县城到村里要一
两个小时车程，签到不合格还要被通报、
处分。“第一书记天天呆在村里，反而扶
不了贫！”

对口帮扶冷热不均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核心，然而

也有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
农业种植往往利润低，群众挣钱慢、挣钱
难，西部某村为了完成脱贫任务，在产业
项目设计上“图省事”，找点资金，给群众
买羊买牛。一户贫困户 10只羊，按一只
羊能卖2000元计算，就是2万元，再按这
户人家人头平均下来，脱贫任务就完成
了。然而从养殖技术、疫病防治、市场销
路等各个方面来看，这种所谓的“产业”发
展持续性都比较差。甚至有极端情况，
牲畜得病死掉了，还继续给贫困户买羊
买牛，还有个别贫困户偷偷把羊卖掉，然
后说被偷了，却要求补偿养羊的“工资”。

现在，各地都要求干部要给群众讲

清楚扶贫相关政策，于是，有的村子就自
制扶贫卡、宣传单，贴到贫困户家。但事
实上，很多贫困户对政策依然不了解，就
抱怨说，“政府发钱给我们就是了，何必
搞那么多名堂？”

访谈中，一些第一书记反映，不少地
方存在“越富越帮”现象。特别是一些强
势部门的对口扶贫点，村民已住上别墅，
可为了打造“亮点工程”，仍有大把资金
支持。而同乡有的贫困村，至今路还没
修通。“一个省直机关对口帮扶 600人的
贫困村，投资 5000多万元打造新农村建
设示范点。为什么不多关注一下非贫困
村的贫困人口？为什么不到深度贫困村
看看？”一位书记说。她希望，最近省里
下派 200 多名第一书记，能多分配到深
度贫困地区，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制定政策脱离实际
脱贫工作中，官僚主义时有出现，其

中之一就是贫困发生率一刀切，群众有
的被贫困，有的被脱贫。此前，某村被定
为贫困村时，按照贫困发生率需要有 42
户以上贫困户，可村里算来算去只有 30
户。乡里不答应，无论如何必须达标，只
能人为增加。今年该村要整村脱贫，按
照国家规定，贫困发生率需低于 2%，最
多只能留下 12 人，乡里又人为加压，要
求贫困发生率低于 1.5%，只能保留 9
人。这可难坏了驻村干部，连续 5 天在
贫困户家，一算一天账，希望算出个脱贫
户。驻村干部们认为，各村实际情况不
一样，标准一刀切难免脱离实际。

某县为贫困户改造房屋，按规定，房
子外层要覆盖保温层，每平方米造价100
多元。第一书记老周发现，这一设计在
农村不实用。村民习惯在外墙挂梯子或
堆杂物，保温层极易损坏，建了就是浪
费。他们找到规划部门说明情况。工作
人员说：“施工方案按国家建筑规范统一
标准制定，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建。”问施
工单位，又说“不按图纸建，验收通不
过。”干部纳闷：“用不着办的事，还必须
办，眼看着浪费资金。”

“扶贫工作有特殊性，不能做表面文
章，只有深入实际潜心找规律才能找准
脱贫药方。”很多第一书记表示，纠正“四
风”新表现，既要从驻村干部自身找原
因，各级主管部门也要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多些真抓实干，不搞花拳绣腿，才能
真正走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怪圈。

（来源：《人民日报》）

一乡迎接检查打印费就10多万
《人民日报》再批形式主义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记者 熊
琳）未成年人李先生租赁共享“电动自行
车”出事故，车辆经鉴定为机动车，在赔
偿受害人损失后，李先生将租车公司诉
至法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此案，法院判决租车公司对李先
生的损失承担七成的赔偿责任。

原告李先生诉称，其用手机软件租赁
了被告公司所有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一
辆，骑行过程中与行人身体接触，造成自己
受伤、行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为此支
出了医疗费和赔偿金。涉案车辆经鉴定属

机动车，要求被告公司赔偿3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与李先

生间属车辆租赁合同法律关系。首先，
被告公司通过其开发运营的软件提供的
是“电动自行车”共享服务，但事故车辆
经鉴定为机动车，无号牌、无行驶证，被
告公司未尽提供符合约定车辆的义务；
其次，事发时李先生未满18周岁，无机动
车驾驶证。虽被告提示禁止16周岁以下
人员骑行且规定实名注册，但因其提供
的车辆系机动车，并且向无机动车驾驶
证的用户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和双方

约定，被告公司的提示不能免除赔偿责
任；再次，其提供的是机动车，无论从车
辆重量、限行速度，均非18周岁以下未经
专门交通安全教育和驾驶技能培训的李
先生所能掌控。因此，被告公司在履行
租赁合同中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双方约
定，应对李先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李先生作为用户，与事故发生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事故所致损失也
应承担责任。法院最终酌定被告公司对
李先生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
告公司赔偿李先生各项损失近23万元。

共享“电动自行车”出事故后租车公司同担责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记者 高
敬）第三批接受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天
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7
省市18日对外公布了整改方案。7省市共
确定了531项整改任务。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于2017年4月至5月组织对天津
等 7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2017年
8月完成督察反馈。反馈后，7省市研究制
定了整改方案。

7省市共确定531项整改任务，其中天
津市 49项、山西省 60项、辽宁省 58项、安
徽省144项、福建省72项、湖南省76项、贵
州省 72项。公众可以在环保部官网查询
各地具体的整改任务。

整改措施主要包括推进产业升级和
能源结构调整；打好大气、水、土壤环境治
理攻坚战，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生态
环保体制机制改革等内容。

整改方案还进一步细化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时
限，实行拉条挂账、督办落实、办结销号，
基本做到了可检查、可考核、可问责。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开展清单化调度，紧盯地
方督察整改工作情况，及时督办，加强通
报，对移交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
调查问责结果进行审核，并适时组织公开。

新华社上海12月18日电题（记者 郑
钧天）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1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显示，11 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已跌回 1年前，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
幅扩大。

房价同比下跌城市增至 11个，深
圳连续 3月领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1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跌回1年
前。从同比涨幅来看，继深圳、成都、上海、
北京、无锡、郑州、合肥、杭州、南京、福州等
10个热点城市房价在 10月份出现下跌以
来，天津在11月份也加入房价同比下降的
行列。其中，深圳新房价格以 3.2%的同比
降幅连续 3个月领跌全国，福州、南京、成
都和无锡的同比跌幅也超过1%。

2017年，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密
集出台，效果明显。今年前3月，虽然热点
城市房价持续回落，但全国大中城市房价
依然处于高位，个别城市房价涨势不减。
从 3月份开始到 11月底，全国累计有超过
110个城市，发布楼市调控措施 100多次，
一二三线城市均有分布。

非热点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仍在
扩大。在严格调控之下，热点城市的投资投
机性需求正逐渐被挤出。但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部分非热点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仍
在扩大。数据显示，乌鲁木齐、湛江、西宁、桂
林、昆明和呼和浩特等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
幅度位居全国前列，环比涨幅均超1%。

国家统计局公布

11城市新房价格跌回1年前

天津等7省市公布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