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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营商环境， 既可以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同样也体现于平时不觉的细微之处。在长
沙经开区招商合作局有一项“铁律”，就是要对
落户园区的企业开展定期短信、电话或上门回
访，主动听取企业的诉求，及时出面解决企业
遇到的问题。

之所以为长沙经开区招商合作局的做法
叫好，很大程度上源于笔者曾先后在两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经历，深知招
商引资之“绞尽脑汁”“寝食难安”，同时也倍感
服务好现有企业的至关重要。

为了提高招商引资成效， 如今各地都注重

在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其实，服务好现有企业，
本身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投资湖南的企业家
来自五湖四海， 他们投入的是靠自己奋力打拼
积攒下来的真金白银， 有的甚至是投入了全部
家当。他们倾心自己的产业项目,期待人生梦想
的实现。在企业赢得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方
百姓致富，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巨
大的社会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下大力
气、不花真功夫，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生活
中的困难，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对于地方政
府部门来说，就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断强
化服务意识，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困、解
企业之所难，让他们在湖南有“家”的温暖感觉。

企业家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感应器”。

营商环境的金杯银杯不如客商的口碑，金奖银
奖不如企业家的夸奖。机关部门、窗口单位的
每一名工作人员 ，一定要克服 “门好进 、脸好
看、事难办”的不良作风，坚决摒弃办事推诿拖
拉、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习气，把创造高效率、
低成本的发展环境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机关工作人员，在正确
处理好与客商“亲”“清”关系的同时，要心系项目
建设、情牵企业发展，走出办公室，多到项目施工
一线，多到企业现场，帮助企业解决规划、开工、
建设、设备安装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地、用水、
用电、用气、用工和融资等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
努力营造“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从而
为人才入湘、项目入湘创造良好的条件。

何淼玲

一则暖心的故事，事虽小，但读后走
心———

5月27日，长沙万家丽高架桥下，戴先
生不慎与停放路边的一台全新宝马车追
尾。苦等两个多小时，仍没等来车主，他便
在纸条上写下手机号码， 置于雨刮器下，
并报警请交警来现场拍照取证后才离开。
第二天，车主联系到他，双方进行快处快
赔。车主出于感动，在4S店修好车后，主动
提出送戴先生回家。

一张纸条，折射出浓浓的人性之美。
这美，是担当之美。担当，不一定要有

充斥于胸 “铁肩担道义 ”的豪气 ，也无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人生处处
有担当，人生处处见担当。比如戴先生主
动负责，负责到底。本身就是一种担当。担
当就这么平常，这么简单。美国前总统罗
斯福说，作为一个好国民，第一条件是他
要能够并愿意凡事尽责，全力以赴。

这美，是慎独之美。习近平总书记曾
在《之江新语·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中写
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此语典出《礼记·中庸》，就是要做到人前人
后一个样，时时叩问自己良心是否有愧。慎
独之心，往往在最隐微处，只有自己知道。

东汉杨震 “暮夜无知者 ”的故事 ，流传至
今，体现着人性中的慎独之美。我不知道
戴先生追尾时，是否有人看见。但似乎可
以推测，即算在“无人知”的暮夜，相信他
也会这么做。

这美，是坦荡之美。君子坦荡荡，小人
长戚戚。不好的事情来了，是纠结地去做，
还是坦然地去做？如何处置，境界亦存高
下之分。戴先生与别人的车追尾后没有丝
毫纠结，不诿过、不逃避，担负起自己该担
的责。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
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
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
人性中的坦荡之美，亦几于道。心中明理，
心如皓月，遇事便生发出来，行为上光明
磊落。

这美，是互谅之美。人性之美，在于互
谅互让；人性之真，可以相互感染；人性之
善，可以彼此传播。被追尾车主出于感动，
在4S店修好车后，主动提出要送戴先生回
家。这就是美的同声相应、真的同向相求、
善的同频共振。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生活中的事，点点滴滴、件件桩桩，都是检
验人心的试金石， 亦如陶冶人性的大熔
炉，更是考量良知的问卷题，需要我们随
时随地作答。

彭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古以来，湖
湘大地就是一片孕育人才的沃土。“湖南
出人才!”笔者在外求学多年，时常听到外
面的世界如此评价湖南。

但正如《左传》所云，“虽楚有材 ,而晋
用之”。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社会大环境的
影响下，“虽楚有材， 而北上广深用之”的
现象成了湖南的一块“心病”。多少湖湘学
子学成之后，在大城市就业岗位与多重机
会吸引下离开家乡，赴远方筑梦。

近年来，北上广深等超级大城市的生
活压力日益增大， 尤其是房价高企不下，
“逃离北上广”的论调越来越响。而让“异
乡人” 迟迟不能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是：离
开了北上广，又能去哪?

如今，湖南的“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给
了在外漂泊的“湘才”们一个安心回家的
理由。“芙蓉国”为每一位愿回乡筑梦的精
英敞开了大门：若想落户，政府为你提供
落户绿色通道；若想住家 ,政府便为你提

供租、住房补贴，提供子女入学的各类优
惠；若想创新创业，政府为你放权松绑；若
有科创精英团队，最高可获1亿资金支持；
若是紧缺急需人才，政府为你解决有无编
制的后顾之忧；若是能工巧匠，你在这块
土地上就有可能成长为行业状元。

作为“人才新政”22条的首批获益者，
笔者真切感受到了湖南对人才的尊重，对
精英的珍视。在这里，你可以大胆地想、放
肆地拼， 因为你的身后有着坚实的依靠，
有力的支持，充分的保障。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是一项宏大的
人才战略，其覆盖面之广、求才若渴之殷、
支持力度之大，在湖南改革开放以来尚属
首次。

在全社会营造更加浓厚的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氛围，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奖励优秀
人才， 千方百计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广
阔舞台，惟其如此，湖南人才集群的新优势
可成，“芙蓉国里竞风流”的景象可现。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留在家门口辛勤耕耘，一样能前程似锦。

玩“网红”
当心秒变“网黑”

司马童

最近，媒体披露两则“网红秒变网黑”的事:一为
江苏镇江森林公安抓获一名网络男主播，该主播在虎
牙上直播捕鸟的“精彩”过程，而他先后捕获的各类小
鸟均属保护动物；二为四川宜宾，两人驾车在古迹石
梯强行驾驶，两名嫌疑人因为破坏文物被抓捕。

诚如网友所言，上述两起网络事件 ，皆可称其
为“自己挖坑埋自己”的愚蠢之举。前者固然一时间
吸粉无数，却等于主动奉上了滥捕国家保护野生鸟
类的确凿证据； 后者尽管一逞驱车爬坡的过人之
勇，却把毁坏古迹石梯恶行，有图有真相地昭示于
众。两事件当事人也许想借此在网络“红”上一把 ，
其结果无疑都秒变成了“网黑”。

“网红秒变网黑”，看起来只是两则新闻报道的
同日“偶遇”，其实也折射了当下依法治网的日趋严
密。近年来，从内涵段子永久关停到快手、抖音持续
整顿，从开展“净网”“剑网”“护苗”等治理行动到清
除低俗网络直播节目、“邪典视频” 等有害内容，一
系列举措的实施，进一步夯实了网络治理 ，促使网
络空间更加清朗有序。

“网红秒变网黑”传递出有力的法治警醒：越是
人人掌握麦克风、人人都有自媒体的时代 ，越是不
能让网络空间成为法外之地。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
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
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
的网络空间。“网络是把双刃剑，一定要严厉打击和
整治种种乱象”。 因此， 在网络提供了更多传递信
息、表现自我的机会的同时，法律意识更应该加强。
尤其是对于那些“无知无畏”的网络炒手，必须时时
谨记———乱来和恶搞将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一张纸条洋溢着人性大美

追梦筑梦，不必去远方

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新闻漫画

如今，各种农家乐、生态农庄遍地开
花，成为乡村旅游的热门 。然而 ，一些农
家乐“前门生态、后门排污”问题突出，污
染防治和监管滞后 。一些标榜 “生态”的
农庄名不副实， 污水排放之处成了臭水

沟，油烟排放之处成了“黑土地”。
恰恰是这些打着生态旗号的 “农家

乐”成为了环境监管的盲区，须引起相关
部门的高度注意。

画/左都建 文/杨朝清

“农家乐”不能成为环保的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