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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捷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引来世界瞩目。 诚如
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 建设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
家的合唱。本次高峰论坛应者云集，
印证着这一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越
来越积极的响应，也标志着“新丝路
精神” 旗帜下的国际合作将步入一
个新阶段。而在这场国际大合唱中，
作为八大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湖
南也频传佳音。

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打破了湖
南传统意义上地理空间上的掣肘，迎
来了新一轮“创新发展、开放崛起”的

重要契机。湖南找准自身定位，着力实
施“六大行动”，完善“五大机制”，短短
三年多时间里，湖南无论“走出去”、抑
或“引进来”，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是对外出口持续不断、稳定增
长。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出口商
品，长沙铜官窑瓷器、益阳安化黑茶
都曾穿越海上丝绸之路与路上丝绸
之路，到达亚非欧地区。所有过往皆
为序曲：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
引、激发下 ，湘企精准对接 “一带一
路”，不断拓展新兴市场，在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开发、
路桥房建、能源开发、生物医药等多
个领域形成了“智造湘军”的品牌，在
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

好的口碑；“湘欧快线” 成为湖南企业
出口的“高铁”。仅今年一季度，我省进
出口总值就比上年同期增长52.5%，增
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7个百分点。

二是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 。据
省商务厅统计，截至2016年底，湖南
省境外企业共1348家， 足迹遍布全
球87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对外投资
92亿美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今年一
季度，全省新增境外企业14家，合同
投资总额1.60亿美元，中方合同投资
额1.26亿美元，实际投资额3.08亿美
元，在海外已建立起多个产业园区，
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开展国
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走出去，凸
显湘资、湘企的实力与自信，更展现

出开放崛起的湖南新姿态。
三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特

色“出海”路径。这些年来，湖南企业在
海外并购、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援外
合作等方面捷报频传：楚天科技、中联
重科、水电八局、株洲旗滨、隆平高科
等等一批湘企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和
特点，在海外各显神通，大展拳脚。

“一带一路”结出的“三湘硕果”，
既是以湖南实践验证了“一带一路”
潜力无限、风光无边，也说明，在“一
带一路 ”建设中 ，湖南仍大有可为 ，
蕴含着仍待发掘的众多湖南机遇 。
期待湖南以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
的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 ，让 “一带一
路”合唱中的湖南声音更加嘹亮。

杨玉龙

“救桃红从此成为娄底市民了。
这样，她将告别过去无名流浪人员身
份， 享受到市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还
可以享受本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5
月上旬，娄底市先后为65名找不到家
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办理了集体户口，
他们以“救”为姓，落户于娄底市社会
福利院。

实际上 ，给流浪乞讨人员办理
落户 ， 在全国多地都有过类似做
法 ，也有法可依 。民政部和公安部
曾专门联合下发过 《关于加强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
料安置工作的意见 》， 要求对于民
政部门救助的长期滞留在救助管
理机构的流浪乞讨人员 ，经全国寻
亲网站和DNA信息比对仍无法查
明身份信息的滞留人员 ，当地公安
机关应予以办理落户 。随后 ，有多
个省份出台了无户口人员落户细
则 ，多地禁设前置条件 ，充分释放

了政策善意。
娄底市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集

体户口，让无名流浪人员重获社会身
份，既保障了他们享有获得社会帮助
的宪法权利，也彰显了城市的胸怀与
温度。这些特殊人群，无论何种原因
造成的“有家不回”“有家难回”，国家
与社会都有帮助他们的义务。接纳与
救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者的合
法权益，也是构筑社会公共安全感必
不可少的基石。

主动为符合条件的流浪乞讨人
员办理落户手续， 体现了职能部门
的积极作为 ，值得点赞 。但同时 ，落
户不是救助的全部。 建立健全流浪
乞讨人员身份快速查询机制、 寻亲
服务机制和滞留人员身份查询长效
机制，帮助其及时回归家庭，尽量减
少与避免他们在外四处流浪， 还有
很多工作要继续努力。 除了职能部
门尽职尽责之外， 还需要社会共同
出力出策，形成合力，才让无助者得
到更多帮助。

奚旭初

政府网站已成为当下群众反映
诉求的一个常见选择 ，但 “信件 ”有
去无回、办理质量低、无视群众不满
意评价， 也是各地政府网站不同程
度存在的通病。

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在反映社
情民意、加强政府服务、进行舆论监

督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尤其是政务网
站中的领导信箱、 政民互动等版块，
更是备受关注。但是政府网站也存在
不作为现象：回复不及时、打“太极”，
或干脆不回应……政民互动一旦成
了“断头路”，就会不帮忙反添堵，空
剩“花架子”，不仅浪费资源，还损害
政府形象，透支群众的信任。

政府网站不作为， 除了缺乏责任

感，也与某些政府部门对电子政务不够
重视有关。同一个政府部门，在政务大
厅中的窗口服务不错，但到了网站上就
大为逊色。事实上，在电子政务时代，公
众同政府网站打交道，就是到政府机关
办事。政府网站不作为，正是“门难进、
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网络版。

要切实改变一些政府网站的现
状，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观念，摈弃形

式主义在电子政务上的延伸。建设服
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不仅要有“形”，更
要有全心全意这个“神”。确保政府网
站神形兼备，一方面要给政府网站立
规矩，保证政民互动高效运行，使老百
姓急、难、愁问题“找得到人、办得了
事”；另一方面，还须在机制上做文章，
优化程序，整合资源，把受理、办理、监
督分离，上级部门负责批办、审核、督
查、考核，下级部门负责办理和答复，
并用电子监察系统对办理时限、质量
进行全程跟踪监控，将公开考核结果。

苑广阔

近日， 常宁市一名孩子坠楼摔
伤， 赶到现场的120接诊医生认定其
已死亡而不予送诊。 家人自行送医
后，孩子经抢救竟然存活了。目前，当
地医疗主管部门对当天接诊医生、护
士以及担架员、司机，按照责任大小
分别给予处分。

事发之后，立马引来不少网民的
谴责。有的人甚至断言，这样的医生，
无论水平、能力都不如一般百姓。

不得不说，“误判生死”是一种低
级错误。这样的错误，确实不应该发
生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护人员
身上。然而，据此就得出医护人员还
不如伤者家属的结论，显然也不合常
理。

事实是， 孩子家人和孩子之间的
血缘、亲情关系，显然不是医护人员和
患者之间的职业责任感所能比拟的。
现实生活中，不管是120接诊，还是医
院日常的抢救、诊疗活动，几乎每天都
会发生医护人员判断患者已经死亡，

而家属却坚持要抢救的情况。 发生在
常宁的这桩“误判生死”，只是浩瀚的
医疗行为中比较刺眼的极端个案而
已。只有承认这样的基本判断，才有利
于更加理性地讨论这起“误判生死”的
医疗事件， 进而避免把矛头指向所有
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系统。

承认这桩个案的偶发性，并不是
要推卸当时医疗人员的责任。 相反，
应从这一个案中汲取教训，提高急救
医生的专业能力、职业责任心，以及
升级更新必要的急救设备，最大程度
避免产生不该有的判断失误。分析常
宁这桩个案，说明个别医务人员不尽
心、不尽责，在事关生死的问题轻率
下结论。这显然与救死扶伤的宗旨相
悖。

然而， 有一种现象值得警觉：现
实生活中，有的人有意无意间借个案
说事，总喜欢把个别当事人的失误放
大成整个行业的普遍现象，“一竿子
打翻一船人”。这样的心态，既不利于
社会稳定，对勤勉履职的绝大多数人
来说也极不公平。

据《华商报》报道，陕西汉中市民张先生
到汉中市汉台区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进行
车检，车检尾气不合格，花了2200元修车后还
是不合格 ；第三次车检前 ，车也没修 ，给 “车
托”交了150元，就顺利通过了。“车托”说，“你
不打招呼，肯定过不了。”检测站给出的解释
是： 车主第二次检测没通过， 可能是新配件
“没起作用”。

车检，不能沦为“车托”赚黑钱的游戏。既
要严打“黄牛”“车托”，还当挖出“内鬼”，必要
时还当给车检制度做一些审视与“体检”。

画/朱慧卿 文/钟欣文

让湖南的声音
在“一带一路”合唱中更嘹亮

及时整治政府网站“门难进、事难办”

善待流浪乞讨人员
彰显城市温度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新闻漫画
车检不能沦为

“车托”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