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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考核”让基层苦不堪言，迎检材料怎么来？

“编呗，就像写小说一样”
雇临时工、大学生赶制台账，动员群众“帮忙站台”，请广告
公司炮制光鲜年终总结……每到年底， 总能见到许多迎检乱
象。记者调研发现，迎检乱象有的确实是基层弄虚作假，但也有
一些是被过多过滥、不切实际、不接地气、标准任性、指标失当
的“奇葩考核”逼出来的。
□据《半月谈》

“编呗，就像写小说一样”，迎检材料这样来
某地劳动争议调委会工作人员吐槽，
年底基本上每个条线都要下来检查。“就
说一个台账，调委会日常只有两个人，覆
盖的商圈数十万人， 光做调解就已经口
干舌燥， 哪有时间一个个详细记录在
案?”这位工作人员坦言，他们索性临时
雇了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帮忙。“可他怎
么知道你们一年里做了哪些调解？”“编
呗，就像写小说一样。”
冬日傍晚6点半，天色已黑，江苏某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灯火通明。全科诊室
里，医生盯着电子病历出神;中医康复科
内，七七八八的患者闲话家常。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吃饭?”记者跟
几位中老年患者攀谈。“不让走。 检查组
还没到，叫我们原地蹲守。”有人回复。
说话间， 一位看上去30多岁的年轻

医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年底考核，检
查组在前一个点赶来的路上。 确实过了
下班时间， 可总不能让上头看到医院冷
冷清清吧。”
“不用真开药，就是做做样子。检查组
同志问到的时候，说几句好话。”退休教师
陈阿姨说，年底以来，上面下来检查工作
的部门越来越多， 不单卫生服务中心，社
区阅览室、党员活动室、民主议事厅等，都
要动员群众去“帮忙站台”。
采访中，常听基层同志倒苦水，认为不
少考核不科学，不造假根本完不成。一名
派出所协警告诉记者，当前不少警务部门
推出了微信便民公众号，对公众号的关注
度有考核排名。“年底冲刺，让我们上街逢
人就推，有的人就算关注了，也从来不看，
僵尸粉比比皆是，形式大于内容。”

“有心人”弄虚作假，实干者疲于应对
地方党政干部介绍，当前各地各部门
年终检查、考核指标种类繁多，包括为民
实事工程、 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综合治
理、扶贫工作、信访工作、人口和计划生
育、城市管理、行政审批、文明程度指数
测评……粗略统计就有近百项之多。
这些林林总总的验收考核，不管合理
不合理，基层部门都得完成，只是应对的
心态各异。
一是干群协力合作，“面子” 换 “票
子”型。年终考核评比，简言之，就是根据
表现得分，评出“三六九等”。考核结果往
往不仅影响着单位形象，更直接与来年的
支持力度、补贴多少、福利高低密切相关。
因此，不少基层部门尽其所能，调动多方
资源，营造热络门面，吸引政策倾斜。
某社区卫生中心一位医生说：“应付
年底验收确实烦了点， 但通过几个月的
努力，换来明年几百万元的经费支持，群
众改善了就医条件， 医护人员增加了收
入，何乐不为?”
二是个人主动出击，拔高业绩走仕途
捷径型。长三角地区一位公务员坦言，平
时大量琐碎繁杂的工作， 领导哪能都看

见，年终总结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做得好，
一飞冲天;做不好，一无是处。
“深入群众的工作照一定要有， 没有
就拉几个群众，补拍几张;最好再通过微
信语音，让下面人说几句感谢的话，现在
都是PPT了，现场播放乡音土话，容易打动
领导。”某基层公务员向记者透露，“我们
领导的年终总结，甚至花钱请广告公司打
造，拍成专题片汇报，反正是公款。”
三是消极配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型。
不少基层干部对杂乱的年终检查考核深感
厌烦，但碍于情面，只能抱着混一混的心态
做一些包装，按部就班迎接检查，这种“被
动型”单位或干部虽不积极，往往也会花
些心力，在年终考核中维持中游水平。
一位基层公务员反映， 考核要求他们
要在上级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发文章，且发
表后必须达到一定阅读量。“不求考核排
第一，但也不能让领导脸上无光，只能‘自
掏腰包’找刷票公司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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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考核”不治
形式主义难绝
一年下来，上级对下级单位来一个大梳理，
大排查，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考核验收，非常有
必要，不仅可以及时了解掌握一年来工作情况，
还能表彰先进、 激励落后， 引导下一步持续发
展。问题是，不少考核指标一拍脑袋就定了，未
经合理论证，且过多过滥。
比如各级各部门一般都有领导批示信息数
量上的考核。“重重压力之下，基层比拼的往往
已不是谁的工作做得更好， 而是谁认识的领导
更多、谁的关系更硬。”一名基层人员说，为求
得年终“光鲜”，对个别领导秘书搞公关、补量，
“高的时候，一周报了3条，批了3条”。
有基层干部直言：“不少考核其实是为了刷
上级部门的存在感。有了年终考核这杆枪，上级
才有话语权，寻租才有空间。”
还有一些考核任性随意。 多地基层干部向
记者诉苦，部分创建工作往往在年初提出，到年
末才发验收标准， 这让基层工作人员不得不加
班突击应付。
某地宣传部门负责人以某项重点工程为例
吐槽：“去年快11月了，才通知说要考核在中央
级媒体上发稿，时间赶不及，只能拉关系、托熟
人，无病呻吟罢了。”
不少干部和专家认为， 考核过多过滥是基
层形式主义泛起的一大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关
键要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改革上做文章，
要多问计于民，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检验标准。唯
有如此，才能建成服务型政府，才能使基层干部
全身心投入为群众服务中去，根治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的形式主义沉疴。

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继兵副 杭州沪沅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 杭州米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杭州置青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童利锋遗失履约保证金，号码：
杭 地址 杭州乔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遗失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食品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 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票，发票代码 133011330333 发 遗失收款收据,收据号 8056
00601264，金额 9898 元。 履
201 本,税号 41232219660906513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局 2016 年 07 月 04 日核发统 票号码 01159781-0115980 三 491-8056520;8056521约保证金，号码 01245781，金
州 杭 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
6 年11月07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91A,声明作废
8056550;8056674-8056675 额 39592 元。 质量保证金，号
联遗失，特此声明。
州
的营业执照副
码 0000380，金额：10000 元。
办 五 代码为 91330108MA27YWIU 米亚婧遗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093417921220
大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 声明作废
物管费保证金，号码：0000
份有限公司发票一张，发票号： 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本，声明作废
兴中心支公司遗失工会公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381，金额 9898 元。 Pos 收银
理 常 1M(1/2)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杭州檬云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 40376673 商业险保单号：
公司遗失杭州市民卡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蜀山曲度广告设计 声明作废.
为没有提出要求
一体机押金，号码：0000382，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 1733344344 交强险保单号：
开具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
服务部（92330109MA28LG
点 街道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杭州华珂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票，代码:3300161130，号码： 金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1733362130，声明作废

0571-88732799

杭州方吾法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5T5H)遗失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杭州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 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通用机打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 会已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 133011630339 发票号码
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08381959,特此声明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遗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失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1310016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61,发票号码 13189160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清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声明作废
闫奕彤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
杭州晨曦投资有限公司,税号
失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 杨建伟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
91330106063994663A,遗失 公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 局 2016 年 12 月 01 日核发统 公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
空白作废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车架号 LVSHCFDB3GE0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
车架号 LVSHJCAL7FE434
16份,代码 3300162320,号码 05 70701 金额￥2000（贰仟元整）， 0MA280ED338 的营业执照副 991，金额￥3000（叁仟圆整），
广告 938060-05938075,声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本,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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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艺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
名杭州枫叶教育培训有限公
司），原公章已销毁，特此声明

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 29650785，价格含税：983.37
本公司（杭州一哈科技有限公
作废.
元，声明作废。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
杭州毕博门窗有限公司,税号 杭州卡佳婴童用品有限公司遗 30102MA27YGABXH）不慎遗
91330106341800313G。 遗失 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失由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
空白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2 （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理局2016年 12 月 13 日核发的
份，代码 3300162320,号码 05 年 10 月 2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908911-05908912,声明遗失。 用代码 91330108MA2AXMU 杭州顺耐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
X0M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算公告：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
杭州其邻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司遗失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 绍兴市飞越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管理局 2016 年 03 月 15 日核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030736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7U，遗失绍兴市市场监督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91330106MA27X3G90U 的营 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4 日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