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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报评论员 张扬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就老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的歌曲，曾火
遍大江南北。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确实有
不少人感慨时间不够用。但是细想之下，不
少时间都是从指缝间悄悄溜走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 月 28 日发布
2018 年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8.29 亿，全年新增网民
5653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59.6%，较 2017 年底
提升 3.8 个百分点。报告同时指出，去年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达 8.17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
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6%，
全年新增手机网民
6433 万。
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
网时长为 27.6 小时，较 2017 年底提高 0.6 小
时。网民群体中，学生占比最高，达 25.4%；
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占比为 20%。
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给我们
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就了大
批“低头族”，不少人的“手机依赖症”也日益
趋于严重。
人们能从互联网获取知识，本是一件好
事，但只要留心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不仅
“吃鸡”等游戏花掉了网民大把的时间，还有
网络直播、刷朋友圈等等，成为日常工作、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
“节目”
。
“很多工作也开始网络化，比如说刷微
信，也成为一项考核指标。”笔者的一位朋友
感慨，虽然自己不喜欢“吃鸡”，也不爱好抖
音，但单位要求必须关注相关公众平台，晚上
回到家刚想看看书，结果手机“叮咚”一声，发
现领导转发了相关文章，只有拿起手机转发、
点赞，要不然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另类”。没
办法，只有任由时间从指尖溜走了。
就此，
《人民时报》2018 年 7 月 16 日一版
位置曾刊发《工作别被微信群“绑架”
》文章
称，最近下乡调研，听到一些镇村干部抱怨，
很多时间和精力被微信群“绑架”了：各个条
线、每项工作都会建群，工作无论大小，悉数
在群里传达布置，每天光是在林林总总的群
里刷信息，
就要浪费不少时间。
该文章指出，微信这种“指尖上的办公”，
迅速便捷，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但
凡事过犹不及，不能什么事都通过微信传达，
该通过其它方式发的通知还是要发；也不能
什么群都要求“一把手”在线，直接责任人反
而要到其他的群里听传达；更不能通过微信
群搞形式主义，比如有的部门不再下乡督查，
而是要求在群里上传几幅图、几张表，借以
“互评互鉴”。微信群发布工作任务，不等于
工作落实。精简微信工作群，改变基层干部
被微信群“层层包围”的现象，才能让他们把
更多时间用在群众身上。
随着微信的日益普及，微信群受众大传
播面广的特性使得微信群办公作为一种新兴
办公方式悄然崛起，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办公
效率的提升，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让
布置工作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极大地推动了
工作的开展。这种“留痕”方式值得点赞，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单位为了完成工作任
务、赢得口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微信群里
刻意上传一些工作业绩“好”的图片，以此来
博得领导的点赞，在工作上通过微信群选择
性“留痕”，不仅浪费时间，还在一定程度上滋
生了新的形式主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19 年 3 月 14 日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经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决定：
政协第二
届海东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3
月 15 日-19 日在海东市平安区召开，
正
式会期4天。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
取和审议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二
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二
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海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
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其
他有关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政协第二届

海东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审
议通过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审议通过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关于政协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
选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决定
（2019 年 3 月 14 日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
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
新

组建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
将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保护委员
会更名为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社

会法制和文史委员会更名为社会法制和文
化文史学习委员会，
提案和科教文卫体委
员会更名为提案和科教卫体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增补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委员名单
（2019 年 3 月 14 日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共 34 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真（撒拉族） 马有清（回族）王
明昭（满族） 白英兰（女，
土族） 白增先
（土族） 包钧泰 刘旭勋 祁君（女） 许

峰峰 李治堂 杨秀珍（女） 杨俊峰 何
兴林（回族） 妥文立（哈萨克族） 汪明
志 张谦 张海生（回族） 阿克明（蒙古
族） 陈青云 孟峰（回族） 赵晓静 赵

震宇 贲向东（土族） 俞彩虹（女） 袁金
宝 晋成瑛 郭廷杰 郭廷恩 崔鲁辉
焦环玉（女） 韩世林（回族） 韩秀兰
（女，
撒拉族） 韩忠勇（回族） 程泰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张贵诚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
（2019 年 3 月 14 日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需要，
决定：
张贵诚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马玲娜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陈立忠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提案和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
翁素蓉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社会法制和文化文史学习委员
会主任；
赵晓静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杨玉梅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金 峰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委员联络处主任；
高玉红同志任政协第二届海东市
委员会委员联络处副主任。
免去：
肖明汉同志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提案和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职
务；

张贵诚同志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
主任职务；
翁素蓉同志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职务；
庞建伟同志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社会法制和文史委员会主任职
务；
杜安宁同志政协第二届海东市委
员会委员联络处主任职务。

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根据干部任前公示的有关规定，
现将拟提任干部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马瑞，
女，
撒拉族，
1977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
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海东市
妇女联合会副调研员、
循化县查汗都斯
乡党委书记，
拟提任副县级领导干部。
祁连君，男，汉族，1969 年 11 月出
生，中共党员，党校大专学历，现任海
东市民政局副调研员、平安区平安镇
党委书记，
拟提任副县级领导干部。
公保，男，藏族，1971 年 10 月出生，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政协海东市
委员会办公室副调研员、平安区巴藏
沟回族乡党委书记，拟提任副县级领
导干部。
李占魁，男，土族，1978 年 1 月出
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互助县
林川乡党委书记，
拟提任副调研员。
王锡媛，
女，
汉族，
1964年9月出生，
中
共党员，
党校大学学历，
现任海东市文体旅
游广电局正科级干部，
拟提任副调研员。
请各界干部群众通过来电、来信、

来访等形式，署名对公示对象的德、
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进
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反映。
公 示 时 间 ：2019 年 3 月 15 日 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
受理地点：
中共海东市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科
电 话：0972-12380
15709812380
中共海东市委组织部
2019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