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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卫生出了问题! 一区之长当

然难辞其咎! 对区长问责也是改进工

作的必须之举! 无可厚非" 但是! 是

不是卫生不达标! 就要摘了区长的乌

纱! 我看值得思量"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卫生脏乱差的

成因很多! 除了领导重视不够之外!有

的是环卫部门工作不到位造成的#有的

是环卫力量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硬件缺

失造成的#有的则是市民文明素质造成

的$$要想解决好每个地区的脏乱差

问题!就得实事求是!找准原因!查清根

源!对症下药!如此方能标本兼治%

就在同一天的 &海南日报 ' 上 !

我留意到这样两则消息(

一) 海口今年将加大力度完善城

乡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
!"##

万建

$$

座垃圾转运站! 投资
$%##

万完善农

村环卫设施! 投资
!"#

万元解决如厕

难问题$$# 二)

&

月
$'

日凌晨二时

了! 环卫工人还在清扫路面%

第一则消息让人高兴! 但在我看

来!它恰恰好也说明了海口原来对城乡

环卫的基础投入很不足!亟需完善% 第

二则消息则多少令人有些怀疑和担心(

海口的环卫工们一直都这么干的吗*每

天凌晨两点还在扫街!海口有多少环卫

工* 他们能撑多久*

在海口城乡环卫基础设施投入方

面! 我想海口各区区长心里可能都有

一本难念的经% 像建设几十个垃圾转

运站这样的事情! 远非一区之财力所

能承受! 像农村环卫纳入城市统管这

样的问题 ! 远非一区之长所能解决 %

从这个角度讲! 一说环境脏乱差! 就

把板子打在区长头上! 就要摘要他们

的乌纱帽! 我以为实在是有点冤%

这么说不是要给管不好卫生的区长

们开脱%管不好卫生的不称职区长!免了

他们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如果海口不解

决像环卫基础投入不足) 环卫工人不足

这些根本问题! 你就是把海口所有的区

长都免了! 海口的马路也照样干净不起

来!因为扫大街的毕竟不是区长啊+

问责区长无法根治海口卫生脏乱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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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提高个税起征点会影

响低收入人群利益$

,,,财政部
$'

日公布

&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

况' 报告认为! 大幅提高

起征点后! 高收入群体受

惠多! 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反而会受损%

%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招

学校&

,,,四川资中县高三

毕业生龙成科近日在 &南

方周末' 登了一篇 -高三

学生招校启事.! 对自己要

招的大学提出了七条要求%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会

不会被骗&

,,,杭州女子深信中

奖骗局! 不理银行与警方

反复劝说执意汇两万兑

-别克汽车.%

%难道交警没有识别真

假驾驶证的能力'&

,,,山西一司机驾照

被
!

省
$((

辆车套用 ! 一

年违章
"))

次%

%凭我半个世纪的风

雨( 我不认为
/00

万抬高

了我$

,,,赵忠祥受聘东方

卫视!回应
*##

万年薪传言%

这两天! &海南日报'

对海口部分街巷卫生环境

差进行了连续曝光 ! 海口

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旋即开展有力

整治行动! 一些原本脏乱的街巷卫生

面貌迅速改观%

忽如一夜春风来!街巷中的卫生桶

多了!保洁人员穿梭清扫!连最令人头

痛的夜市) 大排档也变得干干净净)清

清爽爽% 应该说!环卫部门此次行动雷

厉风行!与海口市领导重视分不开%

海口市副市长徐敏生说得好(-不能

给老百姓一个干干净净的生活环境!还

谈什么科学发展观* 一条马路都搞不干

净还当什么环卫局长*.海口市领导的话

中!带有明显的-问责.意味(把城市卫生

搞好!身为环卫局长就要负起这个责!真

要是工作不到位!不能让群众满意!那这

个位置是不是考虑得让让了%

把小街小巷搞干净些!

不应该是太难的事% 关键是

真有人为之负责% 责任明确

到人!问责到人!比笼统到某个部门要有

效的多%这事就由你某某负责!搞好了老

百姓为你鼓掌!出政绩#搞不好!-问责.

+

随时可能让你下马%现实生活中!只要领

导真抓!下面的人就会真干%

整治城市卫生!也绝不仅仅是一个

环卫部门的事%包括市政卫生设施不足

谁来改进* 面对一些市民不文明行为!

城市管理如何更有效等等!需要多部门

的紧密配合!也需要动动真格问问责%

建设国际旅游岛! 不能口号国际

化!某些方面管理县城化% 整治城市环

境卫生 !不能打一两场 -战役 .就算完

事!问责制是长期的制度保证% 最好再

能让老百姓给-局长.们打打分!也能行

使一下-问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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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现象再次成为 -信任炸

弹 .! 到底是谁培养了层出不穷的

-假洋鬼子.

,

这些年! 国产品牌已

经得到了长足发展! 可不少人对洋

品牌仍非常迷恋) 崇拜%

我们可以将生活小区命名为新加

坡花园!甚至让纽约路和巴黎夜总会的

牌子招摇过市% 有人就抓住了这个-民

族性心理弱点.!搞一些子虚乌有的-空

壳公司.! 欧典地板根本就没有德国总

部!美国加州本土根本就没有好吃的牛

肉面!都是国人在自己骗自己%

我们曾经将引进外资当作最高

的经济任务!为此应该具有的独立自

主)经济尊严没有了!有的只是附和

迎合)满脸堆笑和原则丧失% 很多外

资企业也因此变得非常霸道!指手划

脚!高人一等%所以!才有人不断制造

-假洋鬼子.!糊弄国人%

因为是外资! 监管力度就放松!

处罚力度就弱化% -施恩事件. 再

次发生! 与这种变相怂恿不无关系%

现在! -发展效率. 已经在向 -发

展质量. 倾斜! 我们有必要对 -外

资崇拜论. 进行理性再思考%

只有这样! -假洋鬼子. 不断

上演的闹剧才有望得到杜绝%

)来源+ 珠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