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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á4mÀÏI¸��âãä
gåÛR æØ~àTKçèméKê
�ëì}àÑæí}îi¾®m%ïð
ñ´òOÛ´gvm Ïóôkgmõ
Ïóâñ´gR M¤¥¦³%ê�O
ööÏ÷øùúmûÏ÷øüI¸{
A�wgý×R

��¸�|�D�þ�m ÿ¤
!ÂÙ &(( .fm^�%{A�|
�"#$R

â%¤¥¦&P'(gÏmâ
)*+HI¸��BC,-Û.m
/01�23456789:;<
=,m >�?*g@A23:BÄ
C *(.R

��m I¸��D/0,¸D
EEFRG�m0,¸01HI�?
J+HI¸{AmKÔ�ÂÙ %( .
/Rö235�m�^0,¸LM:
B )( .fÊTR

&(%* �m�%&2N^¬Ì{
(A|éI¸OEPQRFS"
&R Tþwxm�%& '& �{A�
|�"D?U®iVWm 23XY
DZ[?\]^%*_`"¸aR

GI¸{A�w�bcI¸2

3OØ}deùgghimjÖRWÒ
Ä%n_RI~àémngop3ØRM
klyIqrstu�vwÉR

GÁstmxyzMR^¼%{J
IÆ|}~Tr`stgGde'
�4zMm klÄJ·.�LUV
W}{dW}{{W�W�ãä��
pI¸��R P &(%, ��mkl�
�é¸i_R�����W�)
%((/* .�mjÖ¼üm\}&m}
%*_K�¸g?��m I¸Ì�
���9 *(.ÊTR

���kly{A�`KLj
����m kl��ü !* ���`
a¸mDE{A�`KLR þ &(%,
��mþ��: '-�&�I¸{A
OE�|��R þ &(%0 ��m!(.
ÊTgy�V"����`a¸ 
¡]j%*þ��¢ % �%* ¸
�{(A|�|�R

!"#$ !()*
!"#)*&'#+*&
jJ£¸g5¤¥¦�mkp§

¨Ð©m/¡ª«¬Ï0®¯g°
±²³O´R

µ�m `a_¶·¸¹ºp[
»·¥m5�¼½¾P¿mõÀO¼
[�ÁmÂnæÃRR

��m ÄmjÅÆ*J£¸D
ES"m îÇIÆÊÈWÉiÊË
�Ì¶ÊÍEFÎmÏÐG̀ a_ +
Ì¶EFÎ + I�Ñ�M gÒÓ5
>~��`ÔÕR

'& _�Ý¢Ög`a_iÎ
g %&,/") »Ì¶×>3ØþÙÚ
ÛI�45mDEG¥Ü�@MÝÞ
ßàR 45á�âã *(( fá»g
ä®m^HIhi¡måæ )(.gç
èéêRGj45RFá!^ &'((
fR¯m^ä®^éêmÌë)hi
Úìí¼R M¶·¸îD¼úR

ÚjJ£¸ï£ÜDðstñ
òm0,¸g01õ:^r G̀çóMR

&(%) �my&ô��`õËé
ö0,¸¡÷øùÖmú¸ûü'}
ýÕJm·þý_ÿèm!úûE0
1ÝÞR

^c%ÝÞm�%&�&'(å
)¼ % .e*01+,_-5�g
ì.m¼/Ý}X0}ü2}V3}HI
45LmÎ6öI78ö¸9ÇR

&(%'�:\m ;<=µ>¯Ñ
�g'?RFm ³%ýþ¼) )(»
BCm:^¸�-5DÝÞ01g�R

GPG�mx�Ýg01ÚÁé
i1~Em»~F>9P ' .fR M
;<GH#Jm ��ªgKhiÂ
Ù %( .fR Ä5<mª�ÿMJN
Ôm�¢OPg{AW�m�ëHI
¸�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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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¼c½�móðQP¼RS
%CnmUÄ¼R��VnÃ M ýPx
UWXg�hiY�m ¸ÆZZ[
\mÝ]¼01R

wxm ¸��]¼ ) �01Ý
Þã¶m%&' _�ÝÞ¼ %&(( »0
1mB^á__h % .`fR

01+ÚÏ5aGbÁ+Mm0
1~�c]¼`a|}gGÁd
(Mm<]¼`a|}gGõeñMR

I¸fgphJgùEi._
6jmGUVW +M >ÊkéÒ~lE
ùEmjÖ¯mnìXo/~�p�m
qr2stg`a¶\~àij-

FR
GÜÁ´uIv

wxm õy÷Iv´
wxRMGÄ%zMgê{
�|'}~�¼I¸@
�����y�R

GÄ%zM���DE
%¸�����`g %(((
��Ý¢Ö`a¸�YT���m
��îé�²®¯JDù%¸�
��à�z_!���AàR

!"#$ !,-*
!"#,-&'#.-&
GR��¡vm�xç¡óR M�

`����Ïs�R)�dmkl�
��IÆ��F^H����`Æ
@R�g`Á��R

�ø���ïm IÆUVW�
 �¡¢£¤¥m üWêûÏ¦§
Ä_¨©�ªR «¬æDIÆG�
MÏjÖUVWr`stgs�R

��®�IÆ�/Ú¯5�
G®°±Mm^IÆG²³M¼UVW
�´ÛmæD¼IÆWêgG�³MR

J©@¸µ}-5¶·}ÝßJ
_} ��EFÎtu�ZZdP�
�¸m:^¼I¸{(A|c½�m
PQcL{J¸ÆG¹WM}Dº}r
`mIÆõ»TGUVW +M8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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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维

8月22日傍晚，在即将结束江西一
天考察行程、返回瑞金驻地的途中，李
克强总理突然要求在路边的一片稻田
旁临时停车。 他下车后沿着弯曲的乡
间小路，迈过田间的沟沟坎坎，在一处
田埂上蹲下身来， 仔细察看水稻的长
势， 并随机向沿途多位农民了解今年
稻谷收购价格和农民种粮收入状况。

本不在行程安排之内， 总理却突
然下车视察， 兴致勃勃地与村民拉家
常，了解农民对相关政策的真实意见。

总理这场“临时察看”，给领导干部上
了一堂生动的调研课。

制定的政策符不符合实际，工作的
举措是不是切实可行，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有充分的调研。 调研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 然而，实际工作中，一些
领导干部每年调研的次数、行业和地方
不少，了解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却
不多。 究其原因，就是调研走了过场。

调研看似风风火火， 实则效果不
佳，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心里根本没
把调研当了解情况的途径， 而只看作
是一项工作任务。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

里， 决策权是与生俱来的， 与群众需
求、客观实际无关，既无需见微知著、
通盘考虑，也无需听群众意见、与百姓
商量。 于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调
研，根本不在乎结果如何。二是调研的
方法不对。 不少党员干部习惯于调研
之前先打招呼， 给下级单位留出足够
的“准备时间”。这种作风，大有空子可
钻。有的基层单位变得很会“号脉”，针
对这样的调研者，设计好路线、预备好
台词， 个别地区甚至连群众都是工作
人员顶替。如此一来，调研者根本摸不
着群众需求是什么。 三是调研的水平

不行。 有些干部下基层， 鞋子上沾了
泥、身上也有了土，可一开口却满嘴官
腔，十足“门外汉”，或是调研中只瞧门
脸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感受
到这种敷衍塞责的官架子， 自然打不
开话匣子，不会反映真实的情况。

过去领导干部搞蹲点做调研， 常常
一蹲就是几个月。 今天我们获取信息的
效率提高了， 但真正琢磨透一个问题的
努力还不够， 下深功夫、 真功夫的还不
多。 总理不打招呼来个临时调研， 到田
间地头了解真实的民情和民意。 这样的
调研方法， 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 � � � 我回忆了一下，我到湘潭工作
正好是4个半月。 记得我临行湘潭
之前 ，组织上找我谈话 ，领导一句
话让我思索了很久， 这句话就是：
“湘潭 ， 没有理由不快发展好发
展。 ”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感受到的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个半月以
来， 我们召开了不下8场的推介会
和招商会。 这样的会议，都是为了
寻求湘潭未来的发展。 那么到今天
这句话终于有了答案， 我想说：没
有理由就是要寻找理由。

这样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一个
是客观理由，湘潭的客观理由就是
有优势 ，有基础 ，有条件 ，有潜力 。
作为 “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发展新
格局中的核心增长点，湘潭的优势
就在于交通优势与区位优势：目前
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湘潭的力度最
大，境内京广、沪昆两条高铁交会，
到黄花机场才50分钟车程。 所谓有
基础，就是我们拥有良好的工业基
础 ，门类齐全的现代制造业 ；还有
科教基础 ， 湘潭有14所大中专学
校，有15万大学生，近20万技能型产
业工人。 同时，我们还有良好的地
理条件 、气候条件 ，湘潭多年来没
有遇到过大的自然灾害，这就是具
备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 所谓有潜
力，随着“十三五”全省对经济规划

的层层推进，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政
策、法规、人才支撑、金融支撑已经
具备了充实的条件。 在这样的条件
下起飞，我想湘潭确实是没有理由
不快发展好发展。

更重要的是，从主观上来讲，我
们有信心 、有智慧 、有能力来赢得
发展、实现发展。 当前正是一个充
满着大机遇的时代。 通过之前的机
遇，我们已经拥有了吉利汽车这样
汽车界的翘楚， 拥有了全球500强、
200强、100强上下游产业的支撑。特
别是以吉利汽车 、泰富重工 、湘电
等一批龙头企业带动 ， 通过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招商，我们形
成了一大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这就是我们湘潭人民有信心、有智
慧 、有条件 、有能力把湘潭建设得
更加美好的主观条件、主观理由。

服务就是我们的天职。 记得10
年前，“九华” 有两句口号， 我想，
到今天来说仍然不过时 ， 仍然是
我们的一种姿态———“客商永远是
上帝 ”“今日借你一桶水 ， 明日还
你一桶油 ”。 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
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 我们
为客商服务 ， 就是要依法依规 ，
还要有情有义 。 所谓依法依规 ，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 清的外
形———清廉 ， 清白 。 所谓有情有
义 ， 也 就 是 习 总 书 记 告 诫 我 们
的———亲， 亲情， 情怀。 就是要抱
着这样一种 “亲清” 的关系， 有情
有义地为大家排忧解难 ， 依法依
规地把大家的事业做大做强 。 同
时， 我们将始终高举开放、 改革、
诚信 、 法治的旗帜为大家提供更
加优良健全的环境 ， 更加适宜居
住的家园 。 让我们共同努力 ， 为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在湘潭生根发
芽 、 开花结果作出我们应有的贡
献 ！

———在湖南 （上海） 投资贸易
洽谈周湘潭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推介会上的发言

高亚洲

即将踏入大学的18岁山东临沂女
孩徐玉玉，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结果
被骗走学费9900元。得知被骗后，徐玉
玉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虽经
医院全力抢救， 但这位即将跨入大学
的准大学生仍不幸离世。

一个诈骗电话， 竟要了一位花季
少女的性命。如此悲情，点燃了整个社
会对电信诈骗这一社会毒瘤的齐声愤
慨。当地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依据

目前掌握的相关线索， 全力缉拿涉案
嫌疑人。只要执法机关高度重视，相信
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日子不会太
远。

诈骗分子固然千夫所指， 但作为
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追问“电信”
之过，同样重要。

此次让徐玉玉上当的，是一个171
的号码，早前170/171号段曾被曝“100
个号码99个用于诈骗”。 另据媒体报
道，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湖南、陕西
等地，均发生过涉及170/171号段的电

信诈骗。
170/171号段为什么会被诈骗分子

盯上呢？ 一来这两个号段实名登记不
严，号码归属地不明；二来它们的主要
服务平台是虚拟运营商。

虚拟与实体是相对应的。 实体运
营商就是我们常说的电信、联通、移动
等电信运营商，而所谓虚拟运营商，就
是 “拥有某种或者某几种能力 （如技
术、设备供应、市场能力等），与电信运
营商在某项业务或者某几项业务上形
成合作关系” 的通信运营商。 通俗地

讲， 虚拟运营商就相当于实体运营商
的代理商。

当然， 这并不是说虚拟运营商是
有原罪的， 其产生背景也是基于社会
分工更细致、 消费诉求更多样的社会
特点。 只是，当虚拟平台频频失守，我
们不得不追问： 实体运营商作为监管
主体，对于这些不法行径，到底是浑然
不知呢？ 还是因利益勾连选择视而不
见？ 监管不在，失序成灾。

如果说揪出信息流出源， 是从源
头上遏制诈骗的发生，那么，对虚拟运
营商的监管强化，则是从技术路径上，
掐断了“电信诈骗”的可能。 唯有双管
齐下，方能消除类似事件。

� � � � 近日 ， 住建部发布 《城
市管理执法办法 （征求意见
稿）》。 公众所关注的城管执
法的行政处罚权范围及执法
手段等 ， 都在 《办法 》 中明
确。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城市
道路上违法停车 、 户外公共
场所无证经营等处罚权 ， 拟
列入城管执法范围。

处置违法停车 ， 向来是

交警的职责 。 如今 ， 赋予城
管道路执法权 ， 会不会导致
权力交叉。 “九龙治水”， 往
往是治理混乱 ， 而非井然有
序。

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 固
然是当下现实所需 ， 操之过
急， 跨界操作 ， 会不会引发
新的问题？

文/金雨 图/孙正超

向总理学习，多一些临时调研

学生被骗猝死,电信运营商当领责

新声

湘潭：
没有理由不快发展好发展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炯芳

违法停车,城管可贴条？
� � � �曹炯芳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