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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落实落地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珠海特区报
珠海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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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优势是一个
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
眼党的事业长远发展，明确提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完善和发展
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强调“推
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
落地”，为新形势下不断深化党的自
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努
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
能够取得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成果、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努力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这次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
目的，但群众最担心的是教育一阵风、
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
形成长效机制。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就要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在形成长
效机制上下功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强调“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
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
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建章立制，就要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

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
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
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
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
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
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
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
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只
有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
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才
能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更
加科学、更为有效。

制度是用来遵守和执行的。全
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
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
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推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坚决
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
象，防止硬约束变成“橡皮筋”、“长
效”变成“无效”。“以上率下、示范带
动”是开展主题教育积累的一条宝
贵经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用
好这条经验，抓好制度的遵守和执
行，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
的表率，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
大多数”。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完善
和发展党内制度，推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我们就一
定能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始
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日前，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
光了一些地方长途客车“宰客”的现
象。一辆从贵州贵阳开往浙江温州
的长途卧铺大巴车，尽管一路沿着
高速公路行驶，但并不在高速服务
区停靠，而是开出高速到附近一些
所谓“服务区”停靠。在那里，乘客
不光吃饭贵，喝水、上厕所、在大厅
坐凳子都要收钱。

长途车吃回扣、黑服务区“宰
客”并不是个案，也不是最近才有的
新闻。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时有报
道。本次事件中，在媒体采访时一
位司机称，贵州到浙江一路上有不
少于50家这样的“服务区”，数量之
多令人惊讶。

该现象真的是无法管理吗？
非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六十九条规定：运营车辆不按
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者不按规定
的线路、公布的班次行驶的，处
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该现象是最近
发生的吗？非也。这些黑服务区
有的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甚至20年
之久，监管执法单位显然不可能不
知道。

“宰客”事件甫一曝光，交通运输
部要求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立即组织开展调查核实，立行立改。
要求运输主管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
领导下，会同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
管等部门，加强执法监督，对其经营
资质、安全、卫生、消防条件和价格等
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跨部门联合整治，看似声势浩
大，“风雨”过后，又可能“死灰复
燃”。要从根源上铲除这种现象，没
有切实有效的长效机制和惩戒制
度，没有明确各部门应该承担的监
管主体责任，到头来可能又会互相
推诿、互踢皮球，“宰客”事件又会

“卷土重来”。
点评：高 飞
漫画：赵耀中

警惕“宰客”事件“卷土重来”

□麦地

“垃圾分类投放桶分别是什么
颜 色 ？”“ 以 下 哪 些 属 于 其 他 垃
圾？”……1 月 10 日晚，由珠海市横
琴新区管委会建设环保局、珠海华
发市政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小黄狗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连屏社区居委
会等共同举办的“推行垃圾分类、共
享绿色成果”社区环保垃圾分类宣
传大会在保税区连屏村举行。（本报
1月12日02版）

近年来，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
人心，垃圾分类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跟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珠海也面临“垃
圾围城”的压力。有数据显示，目前珠
海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超过2700吨，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可以说，推
进垃圾分类，妥善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推进垃圾分类，要培养绿色生活
方式。对此，政府应该加强垃圾分类
的宣传教育，尤其要重视中小学生的
生态文明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全
方位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推动社会新
风尚的形成。同时，也要重点抓好制
度建设，通过完善积分奖励机制和建
立惩戒体系，从正反两面培养和引导
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日常习惯。

推进垃圾分类，要完善一体化作

业体系。眼下，我市垃圾分类在分
类、收集、运输、处理环节方面仍有
短板，比如，垃圾分类收集设备数量
不足，垃圾转运多数仍是混装混运，
垃圾利用率不高等。垃圾分类作为
系统工程，哪个环节没处理好都会
影响最终的成效。因此，既要加大
经费投入，增加社区垃圾分类设施
设备的数量，方便居民精准投放；也
要解决好混装混运问题，对不同垃
圾作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和社会
化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危
害。

推进垃圾分类，要形成全民参
与的氛围。根据《珠海市城乡生活
垃 圾 分 类 实 施 方 案（2019- 2021
年）》的目标，到 2021 年底，全市要
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
处理系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市民。积
极动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形
成治理合力，是垃圾分类能否取得
成效的关键。只有广泛发动物业
公司、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居民
等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
和投放的监督，形成全社会齐抓共
管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方案目标
实现。

垃圾分类事关民生，也体现了
社会文明。我们要以更大决心和行
动全面推进垃圾分类，使其成为每
个人的行动自觉，推动绿色生活方
式成为新时代新风尚，我们的共同
家园就会变得更加美好，珠海的人
居环境就也会变得更加美丽。

以更大力度全面推进垃圾分类

□梅广

一个老旧小区的偏僻角落因为
环境脏乱而成了居民们的心病。去
年，在悦城社区党委和香洲区驻点
党代表的推动下，翠花苑小区占地
560平方米的荒废荔枝园启动升级
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树木修剪、地
面平整工作。“现在窗外不再树木遮
天蔽日、蚊虫乱飞了，家里终于能开
窗了。”住在荔枝园旁边的居民张大
妈高兴地说。（1月 13日《珠江晚
报》03版）

位于小区的一些偏僻角落，很
容易被人忽视，但它往往能映射出
整个小区的环境卫生水准。如果这
些偏僻角落长期无人问津，缺乏管
理，不仅是对小区土地空间的浪费，
而且还很容易形成“破窗效应”，使
其成为少数人的“天然垃圾场”，导
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臭味熏天，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

住宅小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
响着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翠花
苑小区西南角的荔枝园荒废多年，
园内荒草丛生、枯枝遍地，砖头石

块、装修垃圾及废弃家私随处可见，环
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社区群众对此反
映强烈，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投诉，
希望加强治理，还居民一个清洁卫生
的居住环境。

悦城社区党委认真听取党员、
居民的意见，在香洲区驻点党代表
的共同推动下，决定实施荔枝园改
造工程，通过清除垃圾、修剪树木、
平整场地、制作宣传栏、增设运动休
闲设施等具体措施，将其建成集思
想教育、休闲健身、党建科普于一体
的社区网格“党建角”。这样，不仅
消除了翠花苑小区的卫生盲点，治
好了社区群众的“心病”，同时也是
对小区现有空间资源潜力的充分挖
掘，使荔枝园由昔日荒芜的偏僻角
落，变身为小区居民休闲健身和沟
通交流的活动场地，可谓是事半功
倍，一举多得。

实际上，在城市的住宅小区，尤
其是老旧小区，几乎不同程度地都
存在着零零散散、大小不一的偏僻
角落。要让这些偏僻角落能够为
我所用，不至于成为影响居民生活
质量的藏污纳垢之地，就应该多一
些“变废为宝”的治理思维，按照“一
地一策”的工作思路因地制宜、量体
裁衣，制定具体的处置方案和操作
方法，使偏僻角落实现华丽变身，
成为美化人居环境、方便市民生活
的城市空间，从细微之处提升城市
的品位。

从细微之处提升城市品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近年来，香洲
区大力推进 STEAM 教育，成效显
著，该区学生多次获得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而在近期
落幕的第二届香洲区中小学生
STEAM大赛上，不仅涌现出很多学
生创作的“黑科技”作品，还出现了
特别有意义的一幕——香洲区实验
学校从文园中学手里接过了下届赛
事的承办权，赛事承办方首次从中
学移师小学。

STEAM教育源自美国，是将科
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
程（Engineering）、艺术（Arts）、数学
（Mathematics）有机融合的跨学科
教育模式，通过知识的情景化，让学
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合作意识、创新精神以及
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实际操作。

美国把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放在政府科普工作的第一位，其科
普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加强学生
的科学教育；英国则将科学列为核
心课程，让学生更多地掌握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日本出台
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把提高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理解并改变
其对科技的态度，作为科技工作的
奋斗目标之一，从各方面为学生提
供更多充满乐趣的实验和参与创新
性科学技术研究的机会。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STEAM

教育已在香洲区蔚然成风，全区多
个中小学、幼儿园配备了 STEAM
学科老师，建立了STEAM活动室，
开设了各具特色的STEAM综合课
程，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硬
件设施配备等多方面，为学生们开
展 STEAM 活动提供了充足保障。
而长久的坚持也收获了累累硕果。
文园中学已成为全国首批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STEAM教育研究中心
的种子学校，该校学生李晨天更是
连续几年获得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并获得多项发明专
利。

STEAM教育的蔚然成风，其实
与科技教育在我国中小学教学体系
中的比重日渐增加是相辅相成的。
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科技教
育已被纳入到了中小学的日常教学
体系之中，小学一年级就开设有“科
学”课程，而在珠海，科技兴趣班更
是早已成为了幼儿园的标配。现
在，香洲区将 STEAM 大赛的承办
权进一步下沉，放到了小学，势必进
一步提升校园的科技氛围，有利于
让孩子们从更小的年纪就开始将对
科技的兴趣转化成实际运用的能
力，能够更好地学以致用，进而开阔
视野，创新思维方式。而香洲区推
行 STEAM 教育的经验，无疑将为
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推广，提供了
良好的范本。

（撰稿：田溪）

科技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徐剑锋

1 月 12 日上午，珠海市爱心
促进会的 30 多名义工来到下栏
村，为村里 40 名学子、36 户困难
家庭送去了新春慰问与祝福。
黎法中等6位珠海市书画家在广
场上迎风泼墨、卷袖作画，书写
大红春联、绘画水彩牡丹，笔墨
未干的春联被就地挂晾，更添了
节日的喜庆。（1月13日《珠江晚
报》04版）

贴春联是流传千古的过年
习俗，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
好期盼。每逢新春佳节，写春
联、送春联、品春联活动总会在
珠海城乡受到追捧，今年亦不例
外。而且，参与者已由书法家、
书画志愿者扩大到老干部、学
生。

送春联活动之所以能长盛不
衰，关键是找准了年味文化与现
实生活的契合点。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过一个有滋有
味的文化春节是群众的热切期
盼，以春联为载体切入，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手写春联不仅是在
用墨香传递传统文化，而且把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其中，

烘托出浓浓的文化年味。既可展现
书法之美，又能彰显中华文字的独
特魅力。尤其是在“私人订制”的

“书法春联”中加入更多具有时代特
征、地方特点、家庭特色的元素，不
断拓展其外延、丰富其内涵，还可以
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滋养人心、凝聚
力量的作用。

让手写春联走进千家万户，需
要文化部门、书法家协会等主动扛
起责任，把书法家、志愿者聚集起
来，把各类文化资源整合起来，积极
开展书画下乡、春联进户等活动，创
作并赠送群众更多更具时代意义、
更显个性特色的春联。政府应为文
化下乡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和制度
保障，再辅以社会各方的鼎力相助，
送春联进万家活动就会办得更有影
响力。

一副小小的春联，承载着浓浓
的乡愁和年味，树立的是满满的文
化自信。与手写春联一样，舞龙、舞
狮、玩花灯等年俗文化，在珠海也颇
受欢迎，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
扬，就应始终遵循“政府主导、市场
主体、社会主力”的思路，深入挖掘

“有形”“无形”文化遗产内涵，不断
创新载体，广泛深入地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年俗活动，把春
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彰显
出来。作为现代公民，要积极投身
到健康文明的文体活动中，主动接
受文明滋养。

过一个有滋有味的文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