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袁11月 28日袁 河北
省阜平县平石头村村委会正式聘请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刘强东为野名誉村主任冶遥 今后袁平石
头村原本不太好卖的苹果尧核桃尧香
菇等农副产品袁 将登上京东的线上
零售平台袁通过京东物流袁送到全国
乃至世界消费者手中遥 在受聘仪式
上袁刘强东表示要通过产业扶贫尧用
工扶贫袁 努力帮助平石头村的村民
脱贫致富遥

眼下袁 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
拔寨阶段袁正在从野输血冶式扶贫向
野造血冶式扶贫转变袁从扶贫济困式
向开发式尧产业式的扶贫转移袁从一
次性扶贫向可持续的扶贫转移遥 扶
贫需要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协同推进遥
其中袁政府出政策尧出点子袁而后续
的带动者尧 助推者的角色更多要由
企业来扮演袁 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示
范带动作用至关重要遥

据国资委发布的数据袁 截至
2016年底袁 已有 106家央企结对帮
扶遍及 21个省渊区尧市冤的 246个贫
困县遥 此外袁一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也开始积极投身扶贫事业袁努力探
索产业化尧 市场化的精准扶贫路径遥
从众多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践来看袁很
多企业完全有能力成为政府扶贫的
好帮手袁成为精准扶贫的生力军遥

首先袁企业在资源尧渠道尧项目
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袁 不仅可以为
农产品等搭建平台袁打开销路袁更可
以为贫困地区引入合适的产业模
式袁 吸纳更多贫困人口到企业中就
业遥 而这些手段正是各地扶贫的重
要突破点遥 其次袁对企业来说袁扶贫
过程往往伴随企业自身市场规模的
扩大袁是一次宝贵的发展机遇袁而且
参与扶贫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知名度
和影响力袁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良好途径遥

企业越来越成为扶贫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遥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袁企业要响应中央野脱真贫袁真
脱贫冶的号召袁努力使具体扶贫内容与受帮扶对象
和地区的能力尧特点相吻合袁真正扶到点子上遥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和百姓的支持袁饮水
思源尧回报社会袁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遥 当下袁
不少企业在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袁
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袁 从商业赞助到公益慈善尧
扶贫济困等遥 在不少企业看来袁这些已不是可有
可无的选择袁 而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要要如此有眼光尧 有担当的企业无疑越多越
好遥 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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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袁 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袁 科学制定了指导实践的
行动纲领袁 描绘了祖国发展的宏伟
蓝图遥

十九大报告指出袁 思想建设是
党的基础性建设遥 革命理想高于天袁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袁 也是保持党的
团结统一思想基础袁 要把坚定理想
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首要任务袁
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袁 担起

共产党员的精神脊梁袁 解决好世界
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这个野总开关冶问
题袁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遥 要弘扬马克思
主义学风袁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袁 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
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遥

党校是党员干部培训阵地袁是党
性锤炼的熔炉遥 作为党校教育工作
者袁 应当按照市委许书记在全市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提出
的野争创六个模范冶要求袁找准定位袁
精准发力遥

一是坚持读原著尧学原文袁做学
习的模范遥 要全面准确领会十九大
报告精神实质袁 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打铁还需自
身硬袁要采取走出去学袁请进来讲的
方式袁不断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袁为
教学工作奠定基础遥

二是坚持主业主课袁做宣传的
模范遥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要要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到党员干
部的理论素质提高中袁自觉把熔铸
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尧建设尧改革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运用到全体党员的党性教
育中袁 为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袁
推进伟大工程作出应有贡献遥

三坚持学以致用袁 做实践的模
范遥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遥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袁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遥 要用
新思想指导科研工作袁 要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袁 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袁提高科研资政水平袁为市委
市政府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谋袁 同时
发挥我市红色资源优势袁 深入挖掘
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袁 弘扬苏区精
神袁 为我市红色旅游发展工作作出
应有贡献遥

随着 2018年元旦尧春节临
近袁 工程建设领域又将迎来工
程款尧工资款结算高峰遥 日前袁
人社部尧国家发改委尧公安部等
12 个部门印发通知袁 决定从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8年春
节前袁 在全国继续组织开展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遥
尤其是通知中指出袁野地方政府
投资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导
致欠薪的袁要在 2017年年底前
优先全部清偿袁 切实维护广大
农民工的工资报酬权益冶袁备受
关注遥

政府诚信被誉为 野社会诚
信的一大支柱冶袁如果政府工程
欠薪不还袁 不只是折损政府公
信力袁更可能滋生野示范冶效应遥

其实袁早在 3年前袁国务院
印发的 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曳
就要求袁到 2020 年袁农民工综
合素质显著提高尧 劳动条件明
显改善尧 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
定增长遥 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
无拖欠这一美好愿景袁 有赖于
企业守法经营尧 监管部门恪尽

职守袁 也有赖于国家部委之间
协力合作袁 但更应该依赖于常
态化机制的持续发力遥

如果工资按月足额发放而
不是被积压到年底袁也许欠薪现
象就不会积重难返遥 由此说袁与
其事倍功半袁等到年底帮农民讨
工钱袁 不如把监管触角前置袁以
期事半功倍遥 比如袁能否对企业
的信用状况与资金状况先行考
核钥 如果有信用污点袁甚至有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前科袁就应该停
止其施工资质遥 再比如袁能否要
求施工企业在银行建立专用账
户袁用于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钥 如
果未能发放工钱袁监管部门有责
任督促并启动该账户运转遥

此前袁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的紧急通知就提出院野对监管责
任不落实尧 工作不到位以及政
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导
致拖欠工资问题引发严重群体
性事件的袁 要对直接责任人员
和有关领导实行责任追究遥 冶如
今看来袁 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
决袁除了责任追究之外袁还应该
剖析政府工程为何欠款遥

法者袁天下之准绳也遥 拖欠
农民工工资是社会问题袁 也是
法律问题遥 如果企业恶意欠薪尧
触犯刑法袁 就应该依法严惩企
业负责人曰 如果企业欠薪背后
与政府部门有关袁 也应该一视
同仁袁 对相关责任人该问责的
问责尧 该采取法律措施的采取
法律措施遥

野不怕苦不怕累袁就怕拿不
到血汗钱冶遥 农民工一旦被欠
薪袁最大的苦楚是讨薪难尧维权
难遥 为此袁有必要为农民工建立
快速维权通道遥 当前袁一些地方
启动欠薪案件查处野快进模式冶
要要要野快受理尧快立案尧快查处尧
快结案冶袁可以推而广之遥

一句话袁 让农民工拿到劳
动报酬袁回家过上团圆年袁是我
们必须要守住的公平正义底
线 袁 每个相关方都责无旁
贷遥 王石川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阴钟马福渊市委党校冤

保障农民工工资
监管触角应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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