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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一桥连三地 ，天堑变通途 。23日 ，世界瞩
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广东珠海举行开通仪式 。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仪式并宣布大桥正式开通。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在
昔日爱国志士寄寓山河破碎、 壮志难酬心绪
的伶仃洋上，一座代表着国家强盛、人民创造
伟力的港珠澳大桥飞越而过。

这座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跨
海大桥， 总长约55公里， 创造了多项世界之
最———最长跨海大桥、最大沉管隧道、最精准
“深海之吻” ……它以能抗击16级强台风、抵
御8级地震的卓越性能，竖起了中国从桥梁大
国走向桥梁强国迈进的里程碑， 其中蕴含的
创新成果，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倍感自豪。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体现中华民族创新精

神和奋斗精神的丰碑。工程动工之初，外国公
司正是看准了中国在海底沉管技术上的 “软
肋”，才敢“狮子大开口”，抛出了15亿元的“天
价”，并且以嘲讽的口气声称，如果没有外国技
术，中国技术人员只能“向上帝祈祷”。但中国
工程技术人员偏不信邪，依靠自主攻关，最终
实现了工程设计零借鉴、安装零失误的奇迹。

“超级工程”背后，必定是“超级创新”。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 港珠澳大桥的
建成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
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
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

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梦想、善于创造、勇
于奋斗的民族， 几千年的辉煌文明蕴含了无
数创造和奋斗的成果。近代以来的百余年，中
国国力不振、备受列强欺凌，实质上是我们民
族创造和奋斗精神的萎缩， 是腐朽没落的社

会制度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 新时代必定有
新气象、新光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创造精
神得以复苏， 制度和文化的开放催生出一批
又一批创新的成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创新就会落伍，
没有奋斗就会被动挨打。 无数事实一再证明
这样的真理：要创造，就得有那么一股子不认
命、不服输的骨气，才能在核心竞争力领域拥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是我们正在
进行的一项“世纪工程”，湖南省委明确提出
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正是深刻
把握了创新改变世界的历史潮流而做出的正
确决策。 我们要更加坚定自觉地把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创新的伟绩中得到
鼓舞，在奋斗中收获创新的硕果，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资兴市委书记 黄峥嵘

当前，正处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要
实现贫困户长效、稳定脱贫，重点是要“志”
“智”双扶，解决好思想“脱贫”与产业脱贫
的问题。

鼓足“精气神”，激发“要脱贫”之志。一
些贫困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要主动
帮助他们找准思想上的“穷根”，激发内生
动力。一是点燃脱贫的信心。组织适龄贫困
户到培训机构、用工企业考察参观，让他们
看到脱贫致富的希望和路径。 二是指明脱
贫的方向。 紧扣实际， 确定扶志与扶智对
象， 进村入户广泛开展产业扶贫、 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就业培训等政策宣传，为每
个贫困村和贫困户制定脱贫规划。 三是激
发脱贫的斗志。在农村广泛宣传主动脱贫、
奋力脱贫、成功脱贫的典型代表，邀请脱贫
致富典型人物向群众讲述 “脱贫故事”，营
造脱贫光荣的浓厚氛围， 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斗志。

传授“安身技”，配发“会脱贫”之钥。群
众要致富，掌握致富技能是关键。坚持“授
人以渔 ”和 “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 、脱贫一
家”的原则，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安身致富技
能。一是摸清底子，量身定制培训方案。“贫

困户愿意干什么，就培训什么”，“市场需要
什么，就培训什么”。二是点菜下单，因人因
需开展培训。根据贫困户实际，采取“田间
式”培训为主、“课堂式”培训为辅的方式，
把培训课堂搬到生产车间和田间地头。三
是后续跟踪，全程服务稳定就业。培训结业
后，定期跟踪服务，了解学员是否就业，待
遇如何；对未就业学员，视情况开展“311”
工程，免费提供3次以上的推荐就业、1次以
上职业指导、1次以上免费技能培训， 帮助
其稳定就业。

筑牢“保障墙”，铺设“永脱贫”之路。实
现长效稳定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而贫困
户生产经营能力较差， 必须从政府层面强
化精准帮扶与保障。一是搭建平台、保障就
业。 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社、 小微和园区企
业， 在各乡镇和经济开发区建立43家扶贫
基地（车间），帮助贫困户就近就业。同时，
在各乡镇和贫困村均建立农村劳务经纪人
队伍，为贫困劳动力就业牵线搭桥。二是强
化帮扶、引导创业。对有创业愿望的贫困户
进行创业培训， 实行小额担保贴息贷款扶
持。三是培优产业、全面兴业。突出抓好东
江湖茶、东江湖果、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电
商经营等特色产业培训， 让贫困户有发展
产业的“一技之长”。

杨玉龙

近日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 《大数据
看改革开放新时代 》报告 。该报告的一个
亮点，是编写组首次引入了“灯光指数”这
一新指标，即通过对灯光斑块面积与亮度
变化的观察，生动展现我国脱贫攻坚的新
成效。

数据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7年全国
809个贫困县的灯光指数增长率为48%，非
贫困县的灯光指数增长率为28.9%； 同时，
全国贫困县的灯光斑块面积增长率是非
贫困地区的1.42倍。

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的表征，夜间灯
光亮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及增长速度。“灯光指数” 的数值越大，表
明该区域的灯光亮度越高、经济活动也越频
繁。贫困县“灯光指数”的增长变化，印证了5
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就在
几天前，全国脱贫攻坚传来捷报：我国脱贫
摘帽县总数达到153个！ 这为近年来的脱贫
“成绩单”再添亮眼的一笔。

湖南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
思想的首倡之地，脱贫攻坚也取得了决定

性进展。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我省共减少
农村贫困人口 551万人 ， 贫困发生率由
13.43%下降到3.86%。

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
尽职履责、社会各界的真帮实扶以及贫困
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 这当中，
有许多创新的做法值得特别一提。 比如，
“万企帮万村”行动，深入偏远地区“精准滴
灌”；“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让湖
南企业家带着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回到
家乡投资兴业， 沉睡的农村加快苏醒；“青
年助力网络扶贫”， 让脱贫攻坚多了青春
色彩……一些偏远乡村，从曾经的黑灯瞎
火变成了灯火通明，“灯光指数” 发生了质
的变化。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紧要关头，越
要坚定必胜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
拔寨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再
次鼓足了干劲、注入了信心。对我省来讲，
贫困地区的灯光“多点齐亮”，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
难 ，唯有迎难而上 ，用新担当新作为让灯
光下的人们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张涛

近日，一篇《估值175亿的旅游独角兽，是
一座僵尸和水军构成的鬼城》的自媒体文章，
直指“马蜂窝”数据造假，称马蜂窝从其他平
台抄袭搬运的点评占马蜂窝官网总点评数的
85%。22日，马蜂窝发布紧急声明，表示涉嫌虚
假点评的账号数量占比微乎其微， 业已对这
部分账号进行清理。

作为一家风头正盛的旅游网站， 马蜂窝
的2100万条“真实点评 ”无异于核心资产 ，是
其最大的“护城河”。但如果自媒体文章所言
不虚，对其估值可以说是毁灭性打击。

时下，攻略、点评的商业化已然大势所趋，浏
览点评再决定下单是许多人的消费习惯。 于是，
优质点评、精彩攻略等成为旅游在线网站争夺的
稀缺资源。正因为资源稀缺，一些商家或用户采
取抄袭、搬运的方式大规模提交点评。极少数企
业为了体现漂亮数据，给投资者讲好故事，对此
也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动用“水军”。马蜂窝
卷入此次事件，与其说是一次严峻挑战，不如说
是互联网不良点评生态的一次集中暴露。

刷点评和阅读数据业已成为一道产业 。
比如，一条微信公号后的留言0.3元，1000人次
的微信阅读收费几十元等。这种点评、留言上
的造假，不仅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也涉嫌不

正当竞争，对同行企业造成伤害。
为保护原创，目前许多旅游网站都通过设

置反爬机制，对有搬运、抄袭之嫌的IP地址予
以封停。但从根本上重塑点评生态，关键要用
法律武器。今年8月，《电子商务法》获得通过，
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
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这意味着，点评数据
造假不再是单纯的失信行为，而是涉嫌违法。

“马蜂窝事件”目前虽还没有定论 ，它却
提醒各大网站提高版权意识， 积极运用法律
武器维权，让“点评搬运工”受到应有的惩罚。

虚拟货币投资交易
不受法律保护

近日，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宗因投资买卖虚拟货币引发的纠纷。 法院提
醒，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投资
者要保持清醒理性。

在我国，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
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发行融资，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
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
券、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投
资者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收益”冲昏头脑。

文/图 朱慧卿

一座创新和奋斗的丰碑

“灯光指数”显示扶贫新成效

长效脱贫重在“志”“智”双扶新声

“马蜂窝事件”暴露互联网点评生态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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