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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言虎

12月14日，我省发布《湖南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公共设
施关键短板专项行动计划》， 依据
这一《专项行动计划》，“十三五”期
间， 我省将通过实施30项工程，着
力补齐科技创新共性平台、城乡一
体化配套设施 、生态安全 、互联互
通、民生保障等短板。

这次专项行动计划的关键词是
“补短板”。“木桶效应”告诉我们，决定
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 ，
而取决于最短的那部分。公共服务
同样如此。如果公共服务的项目很
多 、很齐全 ，公众却喝不到干净的

水 ，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开车找不
到停车位，很难说这是有品质的现
代生活。

我省此次在公共服务领域开
展的供给侧改革专项行动 ， 着眼
民生痛点 ： 加强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 ， 破解有的地方 “暴雨看
海 ”的尴尬 ；加快15分钟医疗服务
圈建设 ，应对 “二孩时代 ”医疗资
源的紧缺； 逐步实现停车产业化，缓
解停车难、停车贵的城市难题……或
是增加供给， 或是优化结构，《计划》
摁下了建设普惠型社会的快进键。

补短板 ，主要靠 “创新驱动 ”。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明了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习总书记说：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落实
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
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
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
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
发展。”

在创新的系统工程中，科技创
新是核心 、关键 。《计划 》中对创新
驱动的着墨 ， 特别引人注目 ：到
2020年我省要建成国家级、省级工
程 (技术 )研究中心 、工程重点实验
室600个、社会协同创新研究院100
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00个。
科技创新的平台孵化好了 ， 就抓

住了我省发展动力增长的 “牛鼻
子”。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
重要抓手是引入社会资本 。 本次
《计划》中也提到，要积极引导社会
资本投入，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 (PPP)模式 。比如推进 “停车
产业化”，《计划》 明确提出要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和
经营。 这对扩大公共服务投资、激
发社会资本潜力大有裨益。但也要
看到，公共服务建设引入社会资本
只是第一步，如何提供优质融资环
境，如何减少行政干预但又不放松
对民营资本的监管等，这都需要持
续攻坚。

余祖欣

备受关注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列车目前
进行试运行检测。12月14日，广铁集团邀请
湖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记者乘坐长株潭城
铁列车，首次揭开其“庐山真面目”。

作为全省首条城际铁路， 长株潭城
际铁路的开通，首先体现出一个“快”字！
近100公里的线路、21个站点， 密集停站
也能实现快起快停、快速乘降，让 “白天
长沙上班，晚上湘潭吃饭，饭后去株洲逛
逛”的便捷节奏不再限于空想。从以往的
交通规划经验来看，一面要顺畅运行，一
面要为乘客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两
全”不易。正是基于此，长株潭城际铁路
既有平稳舒适的乘坐体验， 也有不设座
位号的自由入座模式 ； 既提供充电 、如
厕、信息广播等服务，也省去餐饮等 “非
必需”要素。它是公交、是地铁、是动车 ，

是兼具所长、适应所需的综合体。城际铁
路找到了运行“平衡点”，“快”出了运量，
“快”出了效率。

长株潭城际铁路更有望成为带动地
方跨越式发展的 “快车 ”。人是实现发展
的关键。城际铁路带来巨大的人流，围绕
“人”的要素，将带动房地产 、旅游 、商贸
等经济要素“活”起来、“动”起来。一路热
闹的市场、一路开发的潜力、一路绝美的
风景，在交通无缝对接的同时，经济一体
化顺势而成。从这一点来看，长株潭城际
铁路的开通， 将是长株潭三地乃至全省
融合的蜕变与新生。

长株潭城际铁路正式通车时日渐
近，便捷出行已然可期。在交通动脉的串
联下，长株潭三地“融城生活 ”也将 “快 ”
起来、“活”起来。让转动的车轮带上人们
一起，欣赏沿途风光和崛起的希望，一切
都由变化和创新说了算。

王军荣

为争创 “双一流 ”，不少高校不惜血
本到处“挖”人，只认钱不认情的人才流
动让许多高校头疼。 日前， 部分高校呼
吁，相关部门要出台政策，规范人才的无
序流动。

有位高校校长坦言 ，“对于我来说 ，
特别害怕听到某某某又被评上了长江学
者、 某某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这类消息。 因为他们一旦有了什么头
衔，就会被人盯上，不少学校开出的优惠
条件就来了 ， 年薪100万元+1套房子+
20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 有的甚至更
高。”他们的极力挽留 ，往往在不断增高
的价码前轻如鸿毛。

照理讲， 高校教师正常流动无可厚
非 ，但不惜 “血本挖人 ”极不正常 。据了
解， 历史悠久、 学术声名显赫的兰州大
学， 甚至出现过某一学科人才断档的局
面，兰州大学因此被网友评为“最委屈大

学”。很显然 ，高质量师资的过于集中不
利于教育的均等化发展。

基于此， 教育部2013年年末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
工作的若干意见》，禁止“不要人事档案、
不要户口、不要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
案的违规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 。可
以说， 这是对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中西
部地区高校的必要保护。但是，随着高校
“双一流”建设的启动 ，这类问题再次突
出。

其实 ，高校到处 “挖人 ”对本校的发
展也有许多不利影响。一流的高校，需要
一流的学科，需要一流的研究方向、一流
的学术大师， 也同样要有一流的本科教
育 。为了打造 “顶尖 ”人才 ，不惜一切代
价，但高校的经费终究有限 ，如此一来 ，
本科教育教师还能拿到多少， 自然他们
的教学热情、科研积极性也会减少许多。
一所大学只顾门面和指标， 教学科研的
整体质量如何会好？

打响“补短板”攻坚战 “融城生活”快起来

到处“挖人”，凸显高校浮躁

� � � �据辽宁鞍山市“8·4洪灾”调查
组12月14日介绍， 经初步核实认
定，在2012年“8·4洪灾”中，岫岩满
族自治县确实存在瞒报死亡人数
问题。 调查组正在继续核查灾情
及死亡人数和其他相关情况 ，待
全部事实彻查清楚后， 将对相关

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既往不咎、新官不翻旧账，曾

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习以为常的流
弊积弊。 如今， 重查岫岩 “8·4洪
灾 ”，传递出清晰的信号 ，这就是
“既往要究、旧账须翻”。

文/图 王铎

新闻漫画

既往要究 旧账须翻

朱昌俊

12月6日，陈天桥、雒芊芊夫
妇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
亿美元 (约合7.91亿元人民币)的
消息轰动中国科学界。据加州理
工学院官网披露，陈天桥夫妇的
捐赠款项将用于建立脑科学研
究院。

任何一桩捐助的背后，必然
有着捐助者多方面的权衡与考
虑。事实上，在选择捐赠对象时，
陈天桥并非在一开始就将眼睛
盯在国外 。有消息称 ，此前他曾
花了3年多时间考察国内外科研
院所 。面对这尴尬的结果 ，倒是
国内的高校与科研院所需要反
省，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捐助者最
终未能选择自己？

陈天桥这次捐助的是脑科学

前沿科学研究， 他考虑更多的想
必还有科研项目的前景等问题。
当前国内脑科学研究已取得了较
大的进步，但相较而言，由于美国
相关科研机构的基础更强、 实力
更雄厚，捐助所能够带来的成果，
不确定性无疑会更少。

除了科研实力，科研机构与
捐助方的对接问题，则成了最现
实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 ，已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沟通、管理机
制 ， 有成熟的制度方案可供参
考 。相比而言 ，我国科研机构的
经费大多由国家财政拨给，它们
在争取外界捐助上既缺乏足够
的积极性，也缺少接受捐助上的
配套制度安排。

只有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
题，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就一定
能赢得更多捐助者的青睐。

陈天桥的巨额捐款
为何给了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