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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
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 但我
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
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
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6
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克
强总理举此例， 要求政府部门对待
各类新业态、 新模式要有 “包容审
慎”态度。

总理的一席话被网友赞为 “最
强音”，网友们为总理的开诚布公点
赞，也向顶住压力没有“废黜”微信

的相关部门致敬。
大凡那些代表时代方向的新生

事物，往往生长在意想不到的“不毛
之地”上。它们刚面世时，趔趔趄趄、
步履蹒跚，但是有强大生命力。因为
它们契合大势，也满足了公众所需。
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任何简单、粗暴
的监管都是要不得的。

这些年来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
济，如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网购狂
欢节等，其实正得益于政府的“审慎
监管”。 前景一时看不明白不要紧，
细节上有些杂乱也不要紧， 不妨多
看看、多听听、多等等。很多时候，市

场和秩序并不是打压出来的， 而是千
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智慧劳动干出来
的。

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关键要
看这种新模式是否有利于经济繁荣，
是否有利于提升百姓消费品质。 政府
包容新业态， 正是要给市场一个良好
预期。相反，那些打着秩序的旗号，捍
卫既得利益、扼杀新生事物的做法，不
仅会断送新产业、新业态，也会“堰塞”
住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机会。

当然，包容不是纵容。如果职能部
门个个都当甩手掌柜， 新业态在野蛮
生长的道路上难免翻车。“审慎” 的监

管制度， 实际上是站在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角度，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
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 中央
正在力推的“放管服”改革，正是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结合，以
取得监管最佳效果的探索。

“中国人有聪明才智创造出这么
多分享经济的新模式， 我们也有能力
探索出包容审慎监管和社会共治模
式，释放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李克
强总理的这番话，让人充满信心。新旧
产业的嬗变、新旧动能的转换，最终都
将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公共利
益、人民福祉的实现之上。

这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多元社
会，也是一个百舸争流的观点时代。
湖南日报新闻评论版自开办以来，
以多元稿源、多样话题、多彩表达获
得众多读者喜爱。

眼下，社会变迁纷繁复杂，改革
大潮依旧澎湃，我们仍在思考：如何
更好地以言论传递读者心声， 用观
点推动社会进步？ 如何做到立片言
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让“观点”版
块拥有更深厚的土壤、 焕发更旺盛
的生命力？

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以更大诚
意，敞开大门，邀您发言。时评来稿

请投邮箱：hnrbxwplb@163.com。
理论评论部微信公众平台———

“新湖南评论” 也随时等您赐稿。不
妨扫扫右面的二维码， 在这里我们
与您目光交汇、思想交融。

江峡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 《领导干部
要学好用好科学方法论》 署名文章
中，强调只有守住底线，才能迈开脚
步追求更高目标。 这深刻把握了守
住 “底线 ”和坚持 “高线 ”的辩证统
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底线思维是忧患意识和前瞻意
识的有机结合。“底线” 是指不可逾
越的红线、警戒线，“底线思维”是符
合经济社会转型期特征的科学思维
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
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
把握主动权。”由此可见，底线思维
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既
要牢记底线和边界， 更好地掌握战
略主动权；又要从底线出发、科学筹
划，迈开脚步追求更高目标。

当前， 湖南已经进入经济社会
转型期，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底线思
维贯彻到全省工作的方方面面。坚
守“经济增速不滑出合理区间、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的发展

底线，坚守“不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
故”的安全底线，坚守“不降低粮食
产能”的三农底线，坚守“不让一个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掉队” 的脱贫
底线， 坚守廉洁从政的纪律和法律
底线……正是因为如此， 始终确保
了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牢牢把握了
工作的主动权。

守住底线不是目的， 落脚点还
在于积极争取更好的结果。 时下少
数干部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
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
度，敷衍工作，美其名曰“守住不犯
错误的底线”。这恰恰是对底线思维
的最大误解 。只有 “有为 ”才能 “守
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省里取消
和淡化部分地区的GDP考核，不唯
增速论成败，但“不唯”，并不是不要
发展的总量、发展的速度。相反，我
们要实现的是更高标准、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和效益的科学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最坏的可
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把工作
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不掉以
轻心、不麻痹大意，才能远离“见事
迟”，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亚马逊是一家电商公司， 而阿
里巴巴则是一种经济。

———马云这样区别 “阿里”与
“亚马逊”。

推行无否决权制会遇到许多新
情况。如果申请不属于受理范围，窗
口工作人员不说“不能办”，只说“怎
么办”，做到“不设路障设路标”，为
创新创业提供便利。

———最近， 江西省工商局为优
化营商环境推出无否决权新举措。

有的人是为了参加电影节拍电

影，有的人是为个人拍电影，始终没
有把为观众拍电影放在第一位。

———导演乌尔善在中美电影高
峰论坛上说， 国内电影把观众放在
第一位才是正事。

今后，无论你身居何处，位居何
职，抑或是居庙堂之高，抑或是处江
湖之远， 我都希望你们在心中能够
点一盏不灭心灯。 这盏不灭心灯是
梦想之灯， 是勤学之灯， 是坚韧之
灯，更是生活之灯。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为
毕业生送上了一番临别寄语。

最近， 一名数年间活跃于多个
电视台、 身兼多个权威头衔的 “专
家”在网络上现出了冒牌的原形。目
前已公开的资料发现，这名自称“刘
洪斌”的“专家”在养生节目中涉及
的药品、保健品、食品屡上黑榜，甚
至有企业产品中曾抽检出苏丹红，
被所在省食药监局专案督办。

“表演专家”吃香，连带着卖假

药的养生节目泛滥，背后多重内在
原因。一是有些电视媒体陷入营收
困局，不惜涉足坑蒙拐骗的灰色领
域；二是置身“看病难看病贵”的背
景下，人们很容易追捧那些好吃不
贵的所谓“神药”；同样，一些监管部
门不作为 、懒作为 ，也使得各种假
冒专家横行无忌，有恃无恐。

文、图/朱慧卿

坚持底线思维 追求更高目标

袁浩

6月20日上午， 湖南242名新任
副厅级领导干部集中培训，同吃“廉
政大餐”。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
奎出席开班式并作了 “做忠诚干净
担当的领导干部”的主题报告。

忠诚是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
本，担当是成事之要。清正廉洁是一
种素质，更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对于
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工作能力上可
能稍有区分，但清正廉洁不是可有可
无、可强可弱的，它是保证党员领导
干部切实担当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的重要基础。刚刚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的干部，往往踌躇满志，急于在新的
岗位有一番新的作为。 当此之时，提
醒他们保持头脑清醒， 守住廉洁底
线，确实非常必要。

纵观近年来大大小小的落马
贪官，大都是随着职务的晋升、权力
的扩大，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继而
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在重重
“围猎”中走向贪腐堕落。究其原因，
除了党员干部自身思想作风的涣
散、纪律意识的淡薄，也与组织的教
育提醒不力，有着密切关系。有不少
官员抱怨：在他们刚犯错时，如果组
织严厉批评，或是警告处分，或许就
能让他们认识到错误， 及时改邪归
正，从贪腐的路上返回来。

干部新任职、任新职，“学廉”是
必不可少的一课，是守住“金刚不坏
之身”的有效预防。对新任干部强化
廉政教育，让廉洁的“扣子”再紧一
紧，才能真正成为干部行为的“内驱
力”，让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思
想在全体党员干部心中落地生根。

为新官上任先“学廉”鼓掌

■你言我语

■征稿启事

谁让“刘洪斌”成了专家

新闻漫画

“包容审慎”的监管释放社会潜力

湖南日报 6月 2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述坤 程文科 ）
据常德市安委办透露， 省安委办、
常德市安委办日前撤销发生较大事
故的临澧县修梅镇省级、 市级安全
生产示范乡镇称号。

2017年5月16日14时许,常德市

临澧县修梅镇辖区内的民泰黑火药
有限责任公司妙音分公司发生一起
火药爆炸事故 ,造成5人死亡、 1人
受伤。 根据 《湖南省安全生产示范
创建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 临
澧县修梅镇被撤销安全生产示范乡
镇的称号。

临澧县修梅镇安全生产示范乡镇被撤销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朱文 何俊杰

6月12日， 开车从桂东县城出
发， 在群山峻岭间穿梭20多公里 ,
驶过被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协会认定
的15公里内330个弯道的盘山公路,
记者来到了该县桥头乡的生态有机
茶园基地。

“这是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
有限公司的茶叶基地。 该公司今年

被人民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授予湖
南首个省级扶贫再贷款示范点。”
人民银行郴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
管理科负责人介绍， 扶贫再贷款是
人民银行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战部署
专设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 引导银
行信贷资金精准投向示范点企业和
贫困户,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在基地,一行行梯田型茶垄,层
层叠叠 ,布满山头。 茶农们正忙着
采摘新茶。 “我一大早就来了 ,已

摘了七八斤 ,估计今天工资收入200
元。” 在茶园务工的贫困户胡原胜说，
他家自种了4亩茶,早几天已采摘完；
来玲珑王茶叶公司的基地摘茶 ,只要
验收合格,每采摘0.5公斤鲜叶可获得
13元的劳务报酬。

走在高山茶园 ,清香沁人心脾。
同行的桂东县农商行行长钟夏媛说：
“桂东农商行是玲珑王公司示范点的
主办银行,在央行扶贫再贷款政策与
地方政府各项配套政策的支持下， 农

商行扶贫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 今
年前4个月,该行发放扶贫再贷款1.42
亿元。 其中， 向玲珑王公司发放扶贫
再贷款4964万元。

据了解,在扶贫再贷款等政策引导
下， 玲珑王公司以结对帮扶、 委托帮
扶、 联营帮扶、 就业帮扶等方式， 共
帮扶贫困户2654户。 以结对帮扶为例，
该公司将自有的标准茶园866亩,按照
“人均0.4亩,享受10年经营权” 的协议,
分配给结对帮扶的665户贫困农户管
理,共帮扶2199人,茶园经营收益的75%
用于贫困户分红。 就业方面， 公司提
供400多个基地、 加工厂的岗位给贫
困户,人均劳务年收入2万多元。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贷”动茶农早脱贫

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驻油麻
村工作队 张晟煜

6月17日，久违的太阳从云中钻
了出来， 似乎想要分享一下油麻村
孩子们的快乐。

隆回县岩口镇油麻村， 是一个
地处武陵山区的省级贫困村。 得益
于国家的好政策， 九年制义务教育
已经在村里普及， 但仍有一些贫困
户因为小孩生活费用而犯难。 虽不
至于因此辍学， 但孩子们的就学条
件也不容乐观。工作队2015年3月驻

村帮扶以后，这一切有了极大改观。
今天，后盾单位———中国人寿财

险湖南省分公司以 “星光守护” 为主
题，来村里开展爱心公益助学活动，并
为全村236名学龄儿童带来价值6万元
的学习用品。 我记不清这是公司开展
的第几次爱心助学活动了。

因为常驻村中扶贫， 村民们和
我已非常熟悉。一路走来，不少老乡
都笑呵呵地喊着“小张”。突然，一个
身影忽地从旁边扑了过来， 抱住了
我的腿。定睛一看，还真是个熟悉的
小家伙。他叫陈鑫果，今年8岁了，是

贫困户彭玉华的小孩。 彭玉华的丈夫
早年去世，家中留下3个孩子（两个读
小学，一个读初中）和老母亲。一家5口
全靠彭玉华外出打零工维持生活，日
子过得非常拮据。我们驻村后，通过助
学基金和帮扶责任人爱心捐款的方
式，为彭玉华的3个小孩送来8300元助
学金， 孩子们上学无忧了。 我蹲下身
去，把陈鑫果抱了起来，问他喜不喜欢
今天给他发的书包和学习用品 。“喜
欢!”小家伙呵呵直乐。

开心的不仅是陈鑫果， 孩子们的
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有的背着

崭新的书包你追我赶， 有的拿着羽毛
球拍跳跳闹闹， 还有的索性抱着篮球
死活不放。

驻村帮扶的第一年，公司就投入8
万元，为油麻村设立爱心助学基金，之
后又通过购买学习用品和帮扶责任
人捐款等方式， 两年多累计投入助学
资金16万余元。同时，还在村中投资87
万元，建设了90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
使油麻村每年新增集体经济收入7万
元以上， 确保工作队期满撤离后麻油
村的可持续发展。

“成己为人，成人达己”。一缕阳光
正好晒在印有中国人寿财险企业文
化的旗帜上。看着迎风飘扬的旗帜，我
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我们正
在努力!”

爱心点亮希望精准扶贫 在三湘
帮扶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