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 今天上午，2018年湖南-长三
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娄底特色小镇建
设招商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会上共签
约项目28个，总投资139.79亿元。

来自浙江、 上海以及全国各地
的客商共260余人参加大会。推介会
上，娄底5个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介
绍了辖区特色小镇建设的相关情况
和具体政策。据了解，本次参与特色
小镇建设招商推介会的乡镇都临近
高速公路出入口， 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丰富的生态资源和鲜明的产业
优势。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浙江是中国
特色小镇的发源地和领头羊，涌现出
了云栖小镇、基金小镇、梦想小镇、艺
尚小镇等一大批“特而强”“聚而合”
“小而美”的全国样板，积累了特色小
镇建设的丰富经验、 建设模式和人
才， 拥有可以复制推广的思路和经
验，娄底此次在杭州举行特色小镇建
设推介会，旨在向杭州取经，学习经
验、寻求合作、实现共赢。

司马童

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以下简称“洽
谈周”）渐入高潮。7月25日，湖南商贸流通载体建设推
介会在上海举行，现场发布湖南商贸流通载体建设首
批招商项目48个，投资总额922亿元，拟引进资金826
亿元。除上海外，本届“洽谈周”还将在杭州、南京、昆
山等地同步举办相关活动，突出引资、引技和引智。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是重要
的发展基础，企业的壮大，创业创新的活跃，一刻
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 ，我省在积极
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
一些“短板”存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课题需要进一
步破解。全省上下应借“洽谈周”东风，大力推动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和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 需要在服务中突出 “以商为
本”的新气象。千方百计引进来的资金、技术和人
才，还得靠“最后一公里”的落到实处。但现实中，
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遇事“推绕拖”，缺乏诚
信、新官不理旧账、决策上“翻烧饼”，市场准入门
槛随意拿捏、人为设置各种隐性壁垒等现象依然
顽固性存在。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损害市场
生态，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优化营商环境， 应该有精准服务的经理人意
识。营商环境有无改善，要看“用户体验”和“顾客
评价”，不能只盯着政府内部的打钩、评比和考核。
换言之，企业满不满意、审批方不方便、创业有无
激情， 都跟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准有着密切关联。
比如， 长三角地区的不少地方在优化营商环境
时，就特别强调和做到了以“店小二”精神做好各

级服务。其要点在于，政府用心倾听、感受企业需
求，查找办事流程的痛点与堵点 ，并及时作出正
向回馈，不断推高服务企业的实效性和精准度。

优化营商环境， 更要有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务
实作风。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 ，落实中
央一再强调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仅仅要下
狠心取消、下放一些行政审批事项 ，建立权力清
单制度，还要敢于“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
底，接受社会和公众的随时监督 ，尽力做到让清
单之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自主决定，或由社
会机构和组织自律管理。借“洽谈周”东风激励湖
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不断在实践中稳扎稳打、
创出好口碑，就一定能助推湖南经济在提升与腾
飞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左崇年

日前，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所
略乡人民政府大院内，巴马瑶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对4起拒不送子
女入学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当地干
部群众200多人到场旁听。

据悉 ，所略乡弄中村 、尚勤村 、
百久村4户家庭的子女原就读于所
略中学， 但因各种原因未完成义务
教育便辍学回家务工。 该乡人民政
府十分重视， 先后指派工作人员多
次入户劝学生回校， 但家长均置之
不理。 为此所略乡人民政府将拒不
送子女读书的家长告上了法庭。

在一些人看来， 所略乡政府是
在多管闲事： 家长不送子女读书是
家庭私事 ，与政府何干 ？然而 ，这不
仅是家庭私事，也是社会的事，是关
系到每个人受教育权利的大事。

接受义务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公民的义务， 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能以任何形式、 任何理由剥夺他
人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适龄
儿童、 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
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的， 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
育， 责令限期改正。4名家长拒不送
子女读书 、放任其辍学 ，涉嫌违法 ，
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管。

在某些经济贫困地区， 一些群
众往往以家庭困难、 成绩不好等理
由让子女辍学。 实际上这不仅是违
法，也是对子女不负责任的表现。孩
子们没有接受9年义务教育，没有基
本的文化素质，怎么去适应社会？

教育扶贫是扶贫攻坚中最能实
现根本脱贫的措施 ，“扶贫先扶智 ”
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行
动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加大 “控辍
保学” 宣传， 确保在教育扶贫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因此，这起乡政府状告家长
放任子女辍学诉讼， 具有非常积极
的标杆意义。

何勇海

重点高校毕业、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在合适
的年龄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被一些网友称
为“标配人生”。某媒体近日针对“标配人生”的一
项调查显示，56.7%的受访者追求“标配人生”。

工作体面稳定、有房有车和婚姻幸福，确实是许
多人心目中的“人生标配”。在这些人看来，拥有这三
大要素的人生，夫复何求？在我们身边，确实有许多
人在追求“标配人生”，不追求“标配人生”，似乎成了

没有上进心、没有基本抱负的表现。而在笔者看来，
“标配人生”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我们不能
认为实现了“标配人生”就等于成功，就是人生赢家，
也不必为达不到“标配人生”而焦虑不已。

每个人起点不相同， 这就决定每个人的人生
“装配”会有所不同。比如辛辛苦苦从农村走出来
的“城一代”，仅拿买房来说，往往要举全家之力，
再加上四处举债，才付得起首付，接下来便是漫漫
还贷路。若要与“城二代”比较人生“配件”，更会让
自己疲惫不堪，不如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别因盲

目攀比而迷失了自我。而且，人们对待“工作体面
稳定、家庭婚姻幸福、有房有车”等指标，衡量标准
不同，认识也不尽相同。单纯以物质化标准构建自
己的“标配人生”，反而很有可能陷入“庸常人生”。

我们可以追求“标配人生”，但这里所谓的“标
配”，并非仅指工作、车房等物质“配件”，更应指对
生活、工作、家庭、人生拥有期许，并为之努力，同时
尽己所能，回馈社会、奉献力量。故有学者认为，自
律、行动、努力才应该是人生的重要标配，“对人生
来说，更重要的是开始行动，保持行动，持之以恒”。
也有人说，“尽自己最大努力，慢慢靠近自己想要的
生活，而不是追赶‘标配’，在努力过程中，享受生活
中的美好和温暖，如此，才算没有辜负岁月”。

毛建国

对于“准大学生”们来说，在等待
大学通知书到来的这段时间里 ，你
是选择静坐家中， 还是推杯换盏或
者游山玩水？7月22日，云南考生崔庆
涛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 正和父
母在工地上干活。

看到“工地上收到通知书”，很多
人哭了。 他们在向这位学生致敬的
同时，也纷纷回忆自己的青春韶华。
往事并不如烟，在曾经的日子里，不
知有多少人也是在工地上、 在田地
间收到自己的大学通知书。 有人想
起前段时间流传的一篇名为《卖米》
的北大学生获奖作文。 这篇文章讲
的是张培祥———一个出生于1979年
的北大女生， 挑着重担在山道上跋
涉，与母亲一起卖米的故事。这位非
凡的女子后来因白血病病逝于 “非
典”爆发那一年，年仅24岁。她的故事
曾引得无数人潸然泪下。

时代不同，光景也大不同。现在

很多孩子高考之后， 不是参加一次
又一次的聚会， 就是步上一个又一
个 “说走就走的旅行 ”，并拍下各种
美图来丰富自己的朋友圈。 不知道
崔庆涛有没有时间悠闲地浏览同学
们的朋友圈， 因为他这段时间平均
一天要在工地干11-12小时活。生活
不易， 在现实中始终存在一些生存
艰难的人。 很多人在谈论崔庆涛说
的一句话，“走出大山， 也会回到大
山”。他现在只是在为“走出大山”而
努力。

在崔庆涛身上， 人们看到了一
种不同的画风， 或者说一种今天已
经稀缺的精神基因。如今，我们不必
强求所有孩子都到工地上去打工 、
到田地里干活。 也不是说每个生活
在苦难中的人就一定会有吃苦精
神， 也不是说当一个人告别苦难生
活之后就不再需要有吃苦精神 。事
实上，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吃苦精
神，能够从自己所处环境出发、坚韧
不拔地努力向前。

未验收就通车
是对安全的漠视

位于河南郑州中牟县的贾鲁河大桥 ，
是目前亚洲最宽的无背索斜塔斜拉结构
桥，其建设之初就得到广泛关注，一度被称
为郑州新地标。 贾鲁河大桥的建造工程耗
费近三年时间，花费资金上亿元，在今年三
月下旬正式通车。但近日，刚刚使用了四个
月的大桥桥面却出现了大量破损， 需要重
新翻修。据了解，大桥出现问题 ，是因为大
桥设计限重55吨、但超限车辆频繁驶入，而
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未验收就通车。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背景，如此做法
都是对安全的漠视。

画/陶小莫 文/星宇

借“洽谈周”东风，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乡政府状告家长”
具有标杆意义

“工地上收到北大通知书”为何励志

自律、行动、努力应成为人生“标配”

新闻漫画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戴鹏）
7月25日，株洲市政府在杭州举行服饰
专场推介会暨招商发布会， 现场签约
项目8个，引进投资总额达210亿元。

株洲是中华服饰文化起源地之
一， 炎帝神农氏曾在株洲“织麻为
布、制作衣裳”。目前，株洲服饰形成
了以芦淞服饰市场群为核心、 带动
辐射周边县市的发展格局。 芦淞服
饰市场群拥有专业市场38个， 汇聚
国内外知名品牌4000多个， 年成交

额超过500亿元，先后获评“中国十
大服装批发市场”“中国服饰名城”
“中国服装品牌孵化基地”等。

据介绍， 当前株洲正在布局打造
25.5平方公里的服饰城，加快形成以株
洲“小巨蛋”国际服饰品牌发布中心、
新芦淞（白关）国际服饰产业园、新芦
淞洗水工业园、 大美新芦淞商贸物流
园、 株洲服饰电商产业园等项目为代
表的服饰全产业链， 株洲服饰产业正
大步迈向“千亿产业集群”。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宁
奎）7月25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在上
海“再下一城”，签下溪峰汇农贸市
场项目，签约额2亿元。 这是永定区
在“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
周”期间签约的第四个项目，累计签
约资金达104.5亿元。

近年来， 永定区以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为内生动力， 对接大企
业，紧盯大项目，形成“推出一批，储
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良性循环机

制。 其他3个项目分别是：投资46亿
元的张家界崇山文化旅游项目，着
力打造国际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投
资38.5亿元的张家界天空之眼项目，
融合文化旅游、 旅游接待与消费等
多种元素， 进一步补足张家界旅游
消费短板； 投资18亿元的紫金湖国
际医养中心项目，将成为集“养生、
保健、疗养、娱乐、学习、餐饮、住宿、
旅游、劳动”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

株洲服饰产业
杭州“结亲”

签约项目8个，引资210亿元

永定区紧盯大项目招商
签约4大项目，吸金104.5亿元

娄底特色小镇来杭取经
签约项目28个，总投资139.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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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黄
婷婷 彭婷 通讯员 胡宁)今天，“2018湖南———长三
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
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湘潭昭山示范区借势发力，成
功引进4个项目，除1个战略合作项目外，还有3个产
业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105亿元。

昭山示范区此次签约的战略合作项目， 合作
方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3个产业投
资项目是北京电影学院昭山文化产业园、 昭山国
际知创文化基地、昭山竞速运动休闲小镇。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将充分发挥
其在政策咨询、 平台打造、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

势，与昭山共建湖湘文化产业研究院，助力昭山文
化产业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昭山文化产业园将打造集产学
研创与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影视文化产业综合体，
项目计划投资80亿元。昭山国际知创文化基地将
分两期建设“一院四中心”，即昭阳书院、知创中
心、文创中心、艺创中心、科创中心，项目计划投资
20亿元，5年内建成。昭山竞速运动休闲小镇将建
设国家级标准游泳馆、国家级标准自行车训练馆、
国家级标准击剑馆等，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亿元，
两年内基本建成。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记者今天获悉，在“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
合作洽谈周”期间，衡阳代表团举办的衡阳市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投资项目推介会， 吸引200多名客
商参会， 成功签约36个项目， 总引资达358.86亿
元，项目“雁阵”再添新活力。

据统计，衡阳市本次签约的36个项目包含16
个新型工业项目、17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和3个其
他类项目。其中，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营500强企业项目达8个， 创该市单次招商引进
500强企业项目数量之最。

据介绍，衡阳市不断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综

合吸引力，坚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
坚持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深入
开展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主动与企业家
交朋友，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了心齐
气顺的干事环境、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项目“雁阵”再添新活力
衡阳签约36个项目，其中，“500强”企业项目8个

“聚凤成巢”助推文创产业发展
湘潭昭山示范区签约4个项目，总投资105亿元

� � � � 7月24日， 湘品
入 沪———2018 湖 南
名优商品 （上海）
展示交易周活动中，
参展商向客商推介
湖南特色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观点

产品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