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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松

改革开放40年，涌现出大批杰出贡献者。日
前公布的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的100人名
单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列。这，或许
不出人们所料。但很多人第一次发现，马云原来
是一名中共党员！

对马云的中共党员身份，有些人感到惊讶并
不奇怪。因为对于这样一位有些洒脱、有些个性、
自封花名“风清扬”的人物，他们有着习惯性的角
色定位与思维定势。但是，大多数人在这份简历
中，读出了马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正能量。

其实，对于自己的中共党员的身份，马云既
没刻意张扬，也没有意淡化。作为大学时代就申
请入党、迄今党龄几十年的老党员，无论是大学

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还是阿里巴巴集团健全的
党组织，无论是创业最困难的时候去延安、去古
田会议会址寻找灵感，还是登顶“中国首善”、热衷
公益、声明退休之后回归教育，马云的人生履历，
与一名中共党员的特质是吻合的。这也是大部分
人第一次看到这份公示简历好奇之余顿生敬意、
愿意给这位企业家党员点赞的原因所在。

这是一种由衷的认可。 是对于这位企业家
一路走来的步履，与改革创新的执着、与改变人
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国际知名度、与他的财富
观、人生观等等，报以的高度认同。这个认同，是
给予马云个人的，也是给予共产党员的，同样也
是给予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40年这段
辉煌历程的。

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 以担当社会责任为

驱动，几度遭遇风浪时不忘初心、坚持改革与创
新， 取得了今天在互联网领域引领全球经济创
新发展的辉煌，赢得了国内外高度认可。事实证
明，企业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就会有更
强的生命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党员牢记
使命、不忘初心，不论在时代的任何节点，都能
创造推动历史进步的价值， 都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 都能在为人民服务中创造精神与财富的多
重价值。

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模范， 成为先进生产力的
代表。 这与中国共产党将执政兴国视作一项重
大历史使命、 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是高度吻合的。这，应该是马云“中共党
员”简历传递出的最大正能量。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全面展开，聚
焦第一轮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重点盯住督察整改
不力，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一刀切”等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则发挥“监督的再监督”作用，认真做好中央环
保督察移交问题线索的查处工作，迅速查处问责了一
些地方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 图/文 朱慧卿

龙清霖

《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刊登了徐全庆的
短篇小说《路》。小说中的徐卫东将来路走成了
归途，为村子修路，修得辛苦且伤心。然而这条
路并不是一个人能修好的———并不仅仅是一条
水泥路， 更难修的是村民依赖意识过重的 “心
路”。

“扶贫先扶志，小康不是事”。这句话道出了
脱贫问题的症结所在：自主自立意识薄弱，依赖
心理过重。扶志应当是扶人的主体，绝不该沦为

“自我感动”式物质救助的附庸。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可见

“志”的重要性。而小说中的村民，多年前依靠徐
卫东，不愿自食其力，多年后想依靠政府，宁可
守着一条破路也不愿改变自己。 试问如果人把
希望全都寄托在他人身上， 甚至视其为理所当
然，那么这样的人如何能脱贫致富，又凭什么脱
贫致富？即便物质上可以暂时富有，精神的贫瘠
也终会使他们难逃困窘。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也是这个道理。

《路》既不是想突出徐卫东作为“先行者”的

苦，也不是想讽刺村民见利忘义的阴暗心理，而
是突出对比，从而揭露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同
为一村的村民， 徐卫东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一个
籍籍无名的打工仔蜕变为小有成就的工厂老
板； 而其他村民， 陷于自我感动自我放弃的怪
圈，依赖意识越来越强，与致富之路愈隔愈远。
两相对比，恰恰说明，仅有单纯的物质救助是不
够的，还是应该从农民自身寻找原因，扶贫先扶
志，才能彻底拔掉“穷根”。

文学的作用是引导、警醒、批判；而我们则
要带着问题意识 ，去聚焦 、寻源 、解决 。只有在
精神扶贫上多下苦功 ， 充分激发每名贫困人
口的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才能胜券在握 、常态
长效。

在马云“中共党员”的
简历中读出正能量

也谈扶贫先扶志

将“水货”高新技术企业“打回原形”
唐卫毅

没有“两把刷子”的“水货”高新技术
企业，要被“打回原形”了。北京、湖北、浙
江等全国多个省市均已启动对当地高新
技术企业的实地核查并将及时公布核查
情况。

高新技术企业， 顾名思义就是指在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
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
营活动的企业。 它的特点就是在高科技
的引领下，形成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
济实体， 并且在新技术应用和新领域当
中有所作为。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判
标准，应当是科技含量高、耗能少又环保
的企业。

近年来， 为了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 上至国家层面， 下至各个省市地
区， 都出台了不少吸引和促进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全国各地也纷纷
涌现出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应该说，高新
技术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引
领、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然而，在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多
少是货真价实的高新技术企业， 又有多
少是披着高新技术“外衣”的假冒高新技
术企业？ 这显然也是值得分析探讨的问
题。目前，不少企业缺乏高新技术资质，
更谈不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有的就是

通过形象“包装”，然后打上高新技术的
标签，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忽悠
社会、忽悠大众。这种做法，显然属于不
正当竞争，甚至有弄虚作假之嫌。

据报道，今年以来，北京市对“高新”
资质认定实行了严查措施， 也就是说实
地核查，对于公司不符合“高新”硬性指
标的一票否决。另据业内人士称，之前，
一些文创类、 食品类、 建筑类企业通过
“专业包装” 都能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享
受到国家优惠政策。而政策收紧后，一些
代办机构已经不能再接这样的业务了。
这说明之前政策较为宽松，一些不合“高
新” 资质的企业已经混入到高新技术企
业行列当中。

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号，不应该是“自
封” 的， 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认定
的。 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应当是行业产
业乃至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
必须具有引领性、示范性、持久性，那些
粉饰包装、昙花一现的企业，都不应当享
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号和待遇。基于此，
笔者以为，必须将“水货”高新技术企业
“打回原形”， 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队伍
的纯洁， 防止一些不具备高新技术资质
的企业从中滥竽充数。 另一方面就是堵
住一些冒牌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违规手段
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漏洞， 使得高新技
术企业群体中，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

女星通关风波是堂法治课

警惕生态环保领域中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新闻漫画

斯涵涵

近日， 一位女星微博爆料自己在深
圳湾口岸过关时遭遇深圳海关的“刁难”
式查验，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但这条微
博随即被海关监控还原真相，惨遭打脸。

这条微博迅速引发网友1.5亿的阅
读量，数万条的评论。除了这位女星的明
星身份，还有个数据支撑：中国出境旅游
人数、 境外旅游消费已连续多年居世界
第一，也就是说，海关已然成为国人经常
要通过的重地， 这也是女星微博受关注
的原因。

通关时不得吵闹喧哗扰乱秩序、不
能拍照，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也是海关随
处可见的警示语，无论通关者是谁，海关
人员都得依法查验、履行职责。但这位女
星的“恶人先告状”，批评深圳海关“为人
民添堵”，对海关正常工作秩序及信誉造
成负面影响。

海关监控还原了诸多细节。 比如排
队可从发现车辆需要被查验， 到查验完
毕无异常放行，总共用时38分钟，实际查
验时间只有约9分钟，并不像该女星所说
的，关员“拖延了一个多小时”。再比如，

该女星当时是一个人配合查验，“老人孩
子在外边等”是其自述，且不说关员当时
根本无法验证其语言的真假， 即便真是
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星也好，“宝
妈”也罢，都不是干涉正常执法、或请求
法外开恩的理由，更不能歪曲事实，利用
自身影响力撒娇耍横。

可喜的是，这条热门微博的评论中，
网友们的评论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大家
都在批评该女星不懂法规，任性妄为。这
说明随着法治文明的全面推进， 公众的
法规水平、 守法意识不断提高， 是非分
明、理性发言，与女明星恃宠而骄、误导
舆论的作为形成鲜明对比， 从某种意义
上说， 此次事件从始至终都是一次生动
的法治宣讲课。

“某某是谁” 是网友问得最多的问
题，这是对女明星身份的问询与调侃，也
是对当下一些不良行为的抵制与反感。
认清自己，准确定位，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 自觉遵守私域与公域的界
限，知晓私人生活在公共空间的位置，尊
重他人、遵守公共行为规范，遵守法律，
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 也是社会文明
的重要标尺。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国家科技部近日公示了首批创新型
县（市）建设名单，浏阳市榜上有名，成为
我省3个入围县（市）之一。名单显示，全
国共52个县（市）入选，建设主题包括科
技支撑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生态文明、科
技支撑民生改善3个类别。 我省上榜县
（市）建设主题是“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另两个县（市）为湘阴县、资兴市。
近3年， 浏阳市完成专利申请

4606件，取得科研成果700余项，开发
新产品512个、新技术250余项。目前，
全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01家， 科技
创新“小巨人”企业43家。今年1至10
月份，浏阳共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60
余项，合同金额达到7.78亿元，同比增

长138%；29家企业进入湖南省201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示名单
并顺利通过公示期， 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去年5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部
署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工作， 提出
“在有条件的县（市） 建设创新型县
（市）”。入选创新型县（市），将得到创新
驱动发展的政策扶持，还将有一定比例
的科技创新项目、一定数量的科技创新
平台和载体获得支持落地。

从纸质化迈向智能化
我省开始换发第三代残疾人证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颜石敦 通讯员 唐绍国）“有了智
能卡，以后乘车、领取补助、申请辅助
器具就方便多了。”近日，全省首批第
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在郴州市北湖

区发放， 患有肢体残疾的朱崇斌领到
了全省首张第三代残疾人证， 这令他
兴奋不已。

据悉，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
证形似身份证，内含智能芯片，具有

身份识别、业务管理、社会应用和金
融服务等多项功能。 通过技术升级
和共享数据， 持第三代残疾人证者
将可享受“一卡在手，服务全有”方
便快捷的公共服务。 与第二代残疾
人证一样，其有效期为10年，分红色
和蓝色两种卡片， 视力残疾人用印
有盲文的红色卡片， 其他类别残疾
人用蓝色卡片。

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公示
我省浏阳、湘阴、资兴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