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17年十
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老年保健品
成为十大消费维权热点之首。普通的食品、
器械、日用品“摇身一变”，具有了神奇的保
健功效，许多老人心甘情愿高价购买。

老年人为何容易受骗 ？“坑老保健
品”的监管难在哪里？

不可否认， 一些老人痴迷于养生讲
座和保健品，真正的幕后推手，是一些利

欲熏心的商家和骗子。然而，除了一些不
良商家和骗子向老人过度推销保健品，
更源于老人精神空虚和亲情缺失。比如，
一位独居老人， 明知道养生讲座和保健
品是骗人的，也乐此不疲。可见，一些空
巢老人因孤独寂寞患上了保健品依赖
症。换言之，保健品已沦为一种精神“毒
药”，而不是亲情缺失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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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缺位“保健品”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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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毛建国

“自己一向按规矩做事，突然听到被举报
了，心里觉得十分委屈。”长沙市望城区黄金
园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国华近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倒苦水。原来，几个月前，有人向望城区
纪委举报， 称时任新康乡乡长的龚国华虚报
廉租房建设资金， 还违规贱卖了该乡一家衣
架厂。收到举报后，区纪委就反映的问题对龚
国华进行函询。后经多方查证，均未发现其违
法违规问题。此后，该区纪委工作人员带着相
关资料赶赴新康乡， 在乡党政领导联席会议
上通报澄清了相关调查情况。

上述事例是日前长沙市纪委通报的16起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 为敢于负责的干部
负责典型案例中的一个。2017年， 全市共为

199名党员干部澄清了不实信访举报。旗帜鲜
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这样的政治
生态，释放出满满的正能量。

一段时间以来，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一正
一反”两种干事创业的工作取向。一些勇于担
当、敢作敢为者走他人没走过的路，做他人没
做过的事，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引来非议、丢
掉选票甚至遭到诬告陷害； 也有一些干部因
此担心干事就会“出事”，工作中出现了为官
不为、廉而不勤等消极表现。

回顾过往，有“斗胆直陈”、胸怀韬略的粟
裕，有从善如流、知人善任的毛泽东，才有淮
海战役的巨大胜利；有敢试敢闯、“向前走，莫
回头”的袁庚，有勇当改革者“保护伞”、切掉
胆囊“浑身是胆”的任仲夷，才有蛇口工业区
的改革奇迹。当前的改革发展中，如果没有敢

闯敢试的精神，没有容忍挫折与失误的环境，就
难以趟出新路子、干出新事业。我们一方面既要
鞭挞为官不为者， 让那些不作为的干部没有市
场； 另一方面， 更需要对敢于担当者宽容和爱
护。

长沙澄清的不实举报中，有的干部不徇私
情，有的干部较真碰硬 ，有的干部创新考核方
式狠刹 “庸懒散 ”陋习 ，有的干部坚持公开公
正 、创新方式选用优秀人才……试想 ，如果这
些冲锋陷阵的闯将 ，只是孤军奋战 ，得不到支
持、理解和呵护，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
为担当者担当，敢于担当的干部才能如春草勃
生；为负责者负责 ，敢于负责的干部才能如洪
波涌起。当干部不再为担当担心、为正气受气，
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自会成为干部的自觉追求
和时代风尚。

江德斌

这几天，朋友圈被一则特殊的招聘刷
屏了。有多特殊，先看看关键词：年薪40万，
60岁以上 ，广场舞KOL（意见领袖 ）优先 。
一时间，网友沸腾了。是的，这则招聘发布
于1月16日，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社会招聘网
站 。阿里招聘的这个职位正式名称叫 “淘
宝资深用户研究专员”， 主要负责的是用
户调研工作。

多年来，我们的观念似乎已经习惯了
“老年人不工作”这个思维定式。现实也确
实如此 ，除了极个别岗位 ，社会主流工作
岗位中很难见到老年人的身影。 事实上，
老年人的就业竞争力并不一定弱，在很多
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的行业内，越老越吃
香才是常态 。外国媒体的名编名记 ，多是
头发花白 、从业几十年的老员工 。而在加
工制造业，一些几十年如一日打磨某项技
术的资深人才，也是“小鲜肉”们无法望其
项背的存在。在日本，“老人出租车”“老人
杂货铺 ”相当常见 。同样面临老龄化压力

的我国，在这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
老年人价值大，同时，夕阳红产业也是

举足轻重的。 这个群体拥有社会地位和体
面收入，大部分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
消费能力强。但是，老年群体的消费意识较
为传统，仍然习惯线下购物，且对高科技有
本能的畏惧心理，学习动力不足，以致在电
商消费占比并不大。

最了解老年人的，当然是他们自己。阿
里高薪招聘老人做调研员， 实际上就是借
力打力，引导其他老年人使用网购产品、学
会网购等。

网上还有人担心，老年人工作，会不会
抢走年轻人的饭碗。这种担忧并无道理。做
大老年人网上消费市场， 不仅是老年人可
以从中找到工作， 也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无论线上的程序员、 开发人
员，还是线下的商品制造、销售、物流等环
节，都能通过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开拓新的
市场而做大就业岗位总量。

看来，“年薪40万招老年人” 引来如此
大关注，虽属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当中。

奚旭初

寒冬腊月 ， 又到了包括湖南在内诸多
省份熏制腊肉的季节 。然而 ，传统熏制办法
烟大污染多 ，屡遭各方诟病 ，以至于有的地
方曾尝试用 “一刀切 ”的手段 ，取缔土法熏
制腊味 ，结果引发舆论围观 。如今 ，重庆有
关部门委托企业定制出 “无烟环保腊肉熏
制机 ”，既治了污染 ，又保证了百姓熏制腊
肉，受到群众称道。

腊肉依然熏制，味道仍是诱人，风俗照样
延续，不同的是熏制有了“神器”，不再浓烟蒸

腾———检测证明， 使用无烟环保腊肉熏制机
后，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物浓度从过去的450
毫克至500毫克降低到了3毫克左右； 每立方
米空气中的油烟浓度能从40毫克左右降低到
0.6毫克左右。如此弃弊留利，革故鼎新，确实
是皆大欢喜的多赢。

“熏肉神器”诞生在重庆，但其蕴含的意
义已远超一事一地。首先它告诉我们，考量民
生要有大视野。增加收入是民生，健康医疗是
民生，造桥修路是民生，同样，熏制腊肉也是
民生。 一枝一叶总关情， 小事情也关乎大宗
旨。“熏肉神器”这种“小民生”，也提高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
“熏肉神器”的另一则启示是，说“不行”还

须思考怎样才“行”，这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和
创新的必由之路。面对一些客观存在、但已不合
社会发展要求或尚不规范的社会需求， 开口就
说不行，只能使之更为扭曲；只有顺势引导其进
入可行轨道， 才能做到满足需求与有效管理两
者兼得。以“熏肉神器”取代传统熏制，就是两全
其美之例。又譬如城市中到处设摊不行，占道经
营不行，但要让 “不行 ”落地 ，就要先给商贩可
“行”之处。推而论之，从城市管理到社会治理，
都要寓管理治理于服务， 以服务贯穿于管理治
理，让市民生活得更好，让社会更有“温度”，才
有民利与公益的最大化， 才有管理治理效率和
效果的最佳化。

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

何勇海

最近，北京市平谷区的一项制度创新，引
来外界广泛关注： 街道乡镇一旦发现什么问
题， 只要发出一声信号， 就能唤来各个委办
局，集中前来“会诊”。而一旦召集信号发出，
各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执
法现场， 根据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事不
完，人不走”。这一机制被形象地称为“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合执法机制，
让基层执法有了统一的主导者———街乡。在
基层执法中， 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到辖区的多

个部门。然而，多个部门往往是各自为战，由
此导致执法力量相互推诿、 扯皮， 执法效率
低。而在联合执法模式下，管理不再分散且再
也不能“你来他不来”“腰来腿不来”，如此“抱
团执法”势必效果显著。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还能够解决基层
执法责任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据报道，在平
谷，非法盗采金矿、盗挖山体、盗偷砂石等行
为多年来屡禁不止。过去，乡镇虽然最容易发
现上述问题，但没有执法权。而执法部门虽然
有权，但不可能天天到乡镇转。如此“看得见
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导致基层执法
往往陷入不及时、 易死灰复燃的困境。“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无疑有助于快速发现线索、快
速解决问题。

有人也许会担心，乡镇处于行政序列末端，
把基层执法主导权下放给它们， 又拿什么保证
“街乡一吹哨，部门即报到”？为此，平谷创设了
多个机制： 清单式执法机制———根据每个委办
局的权力清单，来确定“哨”应该吹给谁；督查问
责制———每次“吹哨”都要记录电话打给谁了、
谁打的、谁接的、几点到现场、都有哪些部门到；
力量下沉机制———相关执法单位必须派专人
到乡镇， 形成一个临时小组， 直到问题彻底解
决，等等。这些机制落到实处，乡镇“一声哨”唤
来相关部门，不是难事。

其实， 我省不少地方也面临着基层执法不
充分、不主动、不积极的老大难问题，各地不妨
借鉴借鉴平谷区的做法。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有创意

“年薪40万招老年人”为何成新闻？

“熏肉神器”蕴含着两个道理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曹娴 ）今天
召开的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传来消
息，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定，2017年我省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3%，圆满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2017年我
省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000户以上，全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有望迈上1.1万亿元台阶。

制造强省建设大步向前。 蓝思科技三期
暨总部基地、 中兴通讯长沙研发生产基地等
项目投产达效。长株潭衡“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顺利推进。我省10个项目列入2017年
国家智能制造专项， 新增全国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6家。2017年，我省制造业增加值预计增
长8.3%，高出规模工业1个百分点。

新兴优势产业链“开花结果”。集中70%的
制造强省建设相关资金支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发展。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预计实现产值
突破700亿元， 全球首列无轨列车在株洲亮相；
航空航天（含北斗） 产业链预计实现产值突破
300亿元；电动汽车、3D打印及机器人、中药等

产业链加快突破，均有较大增幅。
转型升级催生发展新动能。华菱、中联、三一

等一批企业突破困境，实现大幅增长。移动互联网
产业继续保持40%以上高速增长，2017年预计实
现营业收入800亿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打击取缔和查处“地条钢”生产企业12家，涉及
产能345万吨；化解煤炭落后产能350万吨以上。

培育和认定核心服务机构266家、 省级中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104家。2017年，预计全
省非公经济增加值增长8.2%。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在今天召开的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发布，我省今年
将全面启动制造强省建设八大重点工程。

实施精准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促进制造
业稳步发展。年内再启动1至2批制造强省重
点项目； 支持过50亿元企业向百亿企业迈
进，2至3年内再培育1至2家千亿企业或世界
500强企业。

实施试点示范攻坚工程，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重点推进长株潭衡试
点示范城市群建设、 制造业创新中心示范建

设、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车间建设。
实施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梯度培育工

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重点支持电子信息、
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
再突破5个左右产业链。

实施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工程，提
升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年内再认定一批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 支持建设一批面向制造业的
“互联网+”双创平台。

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增强企业核心
竞争力。认定和奖补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首批次重点新材料产品分别达到50项

以上。
实施军民融合项目攻坚工程， 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 力争在航空航天及配套等产业和
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领域取得突破。 推动长
株潭地区创建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实施“三品”工程，树立“湖南品质”“湖南质
量”良好形象。将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
工程由消费品工业领域逐步扩大到所有制造
业领域。

实施“小巨人”培育工程，提升中小企业和
非公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年内重点培育200家
左右小巨人企业。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叶飞艳）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全省人社工作会议了解到，2017年，我省
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5项社
保基金征缴收入1700亿元， 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我省结合全民参保计划的推进，进一步
加大扩面征缴力度，重点提高农民工、灵活
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率。通过推
进全民参保登记，目前，我省户籍人口中已
参保人员入库率达100%， 未参保人员登记
率达85%。通过强化扩面征缴，覆盖范围进一
步扩大，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分别达4584万人、6820万人。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重大政策全
部落地，全省145个统筹区252.2万人启动
了新制度经办工作，解决了社会上长期反
映强烈的“双轨制”问题。积极推进医保市
级统筹， 努力提高医保基金抗风险的能
力。 全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我省是全国实施进展最快、最顺利的
省份，目前全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到
98.28%，基本实现了对全省城乡人口的全
覆盖。

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为70.92万
名困难人员代缴居民养老保险费6100万
元。深入推进“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
划， 全省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4780万人，
覆盖全省约70%的常住人口。

2017年全省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长7.3%

制造强省八大重点工程启动

石乡工匠
技艺展示

1月17日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
丁字湾街道丁字湾社区，居民在工
匠小群落参观麻石雕刻作品。工匠
小群落由原来一座废弃的两层办公
楼改造而成，于本月初对外开放，布
置了石韵堂、谷山砚、建院木雕三个
展馆，陈列着代表“麻石之乡”丁字
湾传统雕刻艺术作品，展现工匠技
艺，弘扬工匠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罗丹）今天，一则关于“下周将有强
寒潮入湘”“雨雪冰冻天气比2008年更严
重”的信息在朋友圈流传。记者紧急采访了
省气象台气象专家核实真伪。 气象专家表
示，下周确实有一次雨雪冰冻天气，但目前
不能预测其严重程度， 网传信息没有准确
依据， 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
威预报。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分析，1月
24日晚开始， 湖南自北向南将有一次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并伴有大风和强

降温，届时湘西北将出现纯雪。但至于后
期降温和降雪的程度， 还需要进一步进
行分析。目前，湖南气象部门只向公众发
布未来7天预报，网上流传的信息并不是
出自省气象部门。

另据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湖南以
阴雨天气为主，19日至21日湘西、湘北多
阴雨， 无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 气温方
面， 一周内冷空气活动频繁， 但势力较
弱，气温略有起伏，但整体是偏高趋势。
后期湖南还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气
温偏低。

去年我省社保征缴完成目标任务
5项社保基金征缴收入1700亿元

� � �“下周将有强寒潮入湘”“雨雪冰冻天气比2008年
更严重”，是真的吗？气象部门提醒———

网传天气信息无准确依据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彭琳超 石云）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
场办事处今天发布了一组数据， 为长沙临
空经济发展提供了注脚：2017年， 该办监
管货运量24354吨，增长1.2倍，货值22.9亿
美元，增长29.5%。监管进出境航班14710
架次， 增长4.1%； 进出境人员237.75万人
次，增长9.9%。

2017年，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正式获
批设立，黄花机场迈入双跑道时代，为我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沙

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区域———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 自6月正式封关运行以来，进
出口业务快速发展，至去年底，长沙海关驻
黄花机场办事处为其审结报关单594票，
监管货运量132吨。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主动服务
临空经济发展，紧贴空港口岸速度快、效率
高的特点，着眼于“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
放管服”改革，深化关检合作“三个一”和
“三互”大通关建设，2017年进出口货物平
均通关时间较上年压缩64%。

黄花机场进出口货运量增长1.2倍
2017年进出境人员237.75万人次，增长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