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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伟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
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的
主旨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持改革开
放不动摇，同亚洲和世界各国一道，
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习近平
主席的演讲， 向亚洲和全世界展示
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一以贯
之的胸怀与担当。

历史一再告诉人们，开放包容，
可以涵养盛世；闭关锁国，只会招致
苦难。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
“我们呛过水 ，遇到过漩涡 ，遇到过

风浪 ， 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
泳。” 正是基于充满辩证法的思考，
让中国并未因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
响而对开放犹豫 、抱怨 、动摇 。面对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发展不均
衡的现实挑战， 中国给出的答案不
是退回到港湾中去， 而是倡导打造
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40年改革
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的巨变，正朝着“强起来”的目
标奋进，“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
国声音”“中国制造”等，见证着中国
逐步强大的历史轨迹与时代大势。

对于中国的发展 ，世界各国有

目共睹 。有的国家期待能搭上中国
发展的“快车 ”与 “便车 ”，有的国家
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坚守开放 、合
作 、共赢的信约 ，为世界共同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 ，也有极个
别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之快 “羡慕嫉
妒恨 ”， 想抑制我国良好的发展势
头。

事实上， 中国的崛起不会 “伤
及”他国 ，中国更不会将自己的 “快
乐 ”凌驾于他国的 “痛苦 ”之上 。相
反，中国的崛起，只会给世界的和平
和人类的发展带来更大的贡献和更
多的好运。 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
那样，“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
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努力实
现持久和平； 要对话协商、 共担责
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
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国声音、 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向亚洲、向世界的庄严承诺。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 ，2018博鳌亚洲论坛再
一次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勾勒出
清晰的航线 ，并将中国经验 、中国
智慧 、中国方案传播到世界的每个
角落。

刘笑雪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
要战役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对于
地方政府而言 ，需要有效防控举债
风险。

客观来说， 举债融资已成为地
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培
育产业发展、 改善公共事业的手段
之一。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助
推经济发展过度举债， 也有的地方
走入误区，谈债色变 、瞻前顾后 ，贻
误发展机遇。

盲目举债和谈债色变两个极
端， 都反映出部分地方主政者发展
观和政绩观的偏差。 前者虽然身体
进入了新时代，脑子里还是“唯GDP
论英雄”的老一套，不顾地方政府偿
还能力，举债大搞“形象工程”“面子
工程”，可谓“前人砍树，让后人无处
乘凉 ”；后者则是瞻前顾后 ，缺少为
地方改革发展挑担子、 负责任的勇
气。

平衡发展和化债 （化解债务风
险 ）的关系 ，地方主政者首先应端
正发展观与政绩观 ，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 ，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既摒弃旧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
赖 ，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又要防止

畏首畏尾 、 消极怠政情绪出现 ，真
正把心思精力放到谋发展 、惠民生
上面来。

要算好发展与化债的 “平衡
账 ”，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既要开好
“前门”， 强化政府债券资金绩效管
理，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发
挥政府规范举债的积极作用， 补齐
民生领域短板。 同时， 要严堵 “后
门 ”，守住国家法律 “红线 ”，坚守财
政可持续发展底线， 加大财政约束
力度，硬化预算约束，坚决制止和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行为 ，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凡事都有 “度 ”，地方政府举债
同样如此。适度举债，可以为经济发
展鼓劲加油 ，但借多少 、借多久 、怎
么还，都需要严密论证和反复推敲，
关键在于抓好现代财政制度中的风
险监管 、防范 、化解机制 ，严格执行
预算管理， 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
围内 。同样 ，借了债 ，用在哪 、怎么
用，也需要审慎研究和精打细算，力
争 “好钢用在刀刃上 ”。公共债务的
蛋糕只有这么大 ， 在支出时要将
“省”与 “准 ”结合起来 。不必要的支
出能省则省； 必要的支出要评定优
先级与先后顺序， 将重头放在科技
创新、产业投资、人才引进等激发增
长内生动力的项目上。

� � � � 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１２日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管理规范（试行）》，明确上路测
试的一系列要求以及交通违法处
理依据 。此举预示着 “无人驾驶 ”
迎来全国性道路测试管理规范。

随着道路测试放开， 产业发
展也“驶入”新的目标。专家认为，
管理规范的出台是行业发展的关
键一步 ，必将推动 “无人驾驶 ”加
速“驶向”现实生活。

图/文 朱慧卿

唐剑锋

“忠”，是一种心无旁骛，是一种
工匠精神。忠一事，终成一事；把一事
做精，才能把事业做到炉火纯青。

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一部《手
造中国》的纪录片赢得了无数人的追
捧。片中讲述了制瓷手艺人老詹的故
事。老詹，是景德镇为数不多的继承
原始制泥技术的工匠，被称为景德镇
水碓守护人。老詹每天用手将泥料挑
选出来，然后挑到河边清洗，经过七
泡七洗复杂工序，泥料才一点一点露
出真容。三十年，老詹一直守在这个
水碓旁，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人与泥
相对，万籁俱寂，四下无声。

有人说 ，老詹是 “忠一事 ”的典
范。其实，还有一位“忠一事”的教师，
他叫苏美亭。自2006年从山东科技大
学毕业后，他就来到山东工业技师学
院成为一名机电专业教师。他在这发
现，技校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生根本
行不通，只有直观简洁、深入浅出的
讲解， 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他针对技校学生这一特点，注意结合

身边实例讲解有关知识点。 去年10
月，他的学生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斩获工业控制项目金牌。

一个浮躁的社会，一个人人追求
速成的时代，一个用功成名就衡量人
生价值的今天，要做到心无旁骛忠一
事 ，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 ，老詹做到
了，成为出色的制瓷手艺人；苏美亭
做到了，带出了艳惊世界的冠军。

有人说：“干一行，爱一行”，远远
不够；还要“爱一行，忠一行”，才能成
功。不忠一事，就不能将全部心血和
精神用在做好同一件事上。 做一事，
忠一事，精一事，就是职业精神，就是
工匠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有一种精神叫敬业 。敬业 ，是 “择一
事，爱一事，终一生”；敬业，是职业道
德的灵魂。

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不仅需
要把握全局的人才，也离不开忠一事
的老詹和苏美亭们。有时候，老詹、苏
美亭的工匠精神，更能够把事情做好
做完美做精致。 社会分工越是细化，
科技越是进步，越是离不开那些“忠
一事”的工匠们。

算好发展与化债的
“平衡账”

忠一事，终能成功

以开放之门迎世界之盼

新闻漫画

赵霞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养老已经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
问题。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3亿。面对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峻、
老年人养老需求日益多样化，一种新
的养老服务———“智慧养老” 应运而
生。

所谓的“智慧养老”指的是面向
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
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
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
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养老、医疗
等领域推进“互联网+”。这就意味着
“智慧养老”驶入发展快车道，是未来
养老发展的重要趋势。

“智慧养老 ”运用互联网 、物联
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为老人
提供了诸多“高科技福利”。同时，养
老服务还可以和家政、物业、餐饮等
诸多行业对接起来。比如，老人可以

通过佩戴“智能手环”等设备，实现实
时定位、紧急呼叫、自动报警、健康管
理等功能；还有一些社区针对独居老
人开设了“智慧门禁”系统，通过远程
监控、控制门锁系统相连接，预警陌
生人入室行骗， 保障了老人的安全。
老年人所期盼的“人在家中坐，服务
上门来”的养老体验，就能逐渐成为
现实。

“智慧养老”让养老充满人情味，
给养老提供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开始“触网”，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
使用群体。据相关调查显示，在上网
的老年人中，86.07%有微信， 不少老
人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在这样的
趋势下，针对老人精神需求，“智慧养
老”更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精准对接老
人，提供一些陪聊等服务，缓解老人
的孤独感。

虽然“智慧养老”在我国还处于
探索完善阶段，但它打通了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老人远离“出门一
把锁，进门一盏灯”的精神孤岛。

将“互联网+”导入养老服务

“无人驾驶”迎来管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