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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近期有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城市
人口版图正出现新的变化：北京常住
人口近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上海常
住人口减少；与此同时，郑州、西安等
多个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将突破千
万。而早在2017年，长沙市常住人口
已达791.81万，常住人口年增量超27
万，增速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人口迁徙流动新变化背后的成
因自然复杂，但其中关键一点，是“新
一线”城市的吸引明显提升。一方面，
极具诱惑的人才政策吸引了应届毕
业生落户；同时，许多外出务工者“北
上广深情结”明显松动，不少人选择
回乡就业、创业。面对这一趋势，全省
各地应当乘胜追击，深入思考“老乡

最看中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做
好迎接劳动力回家的前期准备。

“外地一张床，回来一个家”。吸引
老乡回家， 亲情是最富感召力的介质。
如今，“80后”“90后”新生代，已成为外
出务工人员的主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年
幼时曾有过与父母离别之苦，他们不希
望孩子再重复自己曾经心酸的经历。让
更多乡亲就近择业，既能缓解劳动力市
场短缺、保证企业正常生产，还能让更
多家庭享受属于自己的温馨、快乐。

常言道，事业是男人的“第二张
脸”。对过去漂泊在外的老乡来说，在
家门口找到一份各方面都中意的工
作当然是首选。随着沿海产业不断向
内陆转移，经济发展、就业形势正在
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同时，城乡
之间畅通的信息、物流网络，也使得

农村优质资源和城市消费市场的有
效连接成为可能。外出务工者无论是
回来 “自己当老板 ”或是 “回家当绿
领”， 大环境都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
遇。大环境好，“小气候”也不错：启动
近3年的“引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措
施给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25条措施出台，长沙营商环境排名全
国第九……回来工作，既有党委政府
当 “靠山”， 又有创业培训和技术支
持，收入水平比沿海地区也差不了多
少，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老乡动心。

前段时间，各地引才政策竞争激
烈。见习补贴、技能补贴、购房补贴等
政策红包林林总总，推出落户优惠政
策几成普遍做法。对回家的湖南老乡
而言， 进城后能否顺利买到房子？户
口如何更加便捷办理？子女入学问题

如何解决？在外务工交纳养老保险金
后，如何办转接手续？……在“七个有
所 ”上用力 ，老乡们更会认同 “去远
方”不如“回家乡”。

“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
可温”，歌曲《寄芸》曾描写城市千万
空巢青年的生活状态。 家门口就业，
同样也是为较高的生活质量作考量。
大城市节奏快、压力大，中小城市节
奏可接受，上班不奔波。不仅如此，这
里乡音缭绕， 还有熟悉的社交圈层。
此外，我省旅游资源多，休闲的地方
也很多； 舌尖上的八大菜系之湘菜，
堪称吃货天堂，足以解乡愁……

“人要落叶归根，业要回湘发展”
“走得再远， 也是为了更好地归来”。
各地应利用好春节前这段时间，做好
宣传引导，留住“老乡”、引回“老乡”。

许朝军

2019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激发新一轮消费升级潜力。其中
颇有新意的是， 提出要出台繁荣夜间
经济促消费政策， 鼓励重点街区及商
场、超市、便利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夜间经济”，一般指从当日下午
6时到次日早晨6时所发生的三产服
务业方面的商务活动。 资料显示，美
国人60%以上的休闲活动在夜间。同

样，在国内，北京王府井出现超过100
万人的高峰客流是在夜市，上海夜间
商业销售额占到了白天的50%，重庆
三分之二以上的餐饮营业额是在夜
间实现的，广州服务业产值有55%来
源于夜间经济。长沙丰富多彩的夜生
活，曾引来其他地方广泛关注。从数
字中不难发现，城市“夜间经济”已成
为服务业发展新的着力点和促进消
费的第二空间，其作用和效益也日益
得到人们的关注。

对不少人来说，晚上9点，夜生活可
能刚刚开始，甚至，有些人只是刚刚下
班。繁忙和劳累一天的人们开始喜欢在
夜晚“嗨起来”，通过不同方式的休闲、
娱乐、消费等缓解压力、丰富生活、提高
生活质量。“夜间经济”的崛起，不仅是
个体消费行为的需要，更是拉动消费的
需求；不仅是经济活动时间的延长以及
服务业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更是就业机
会的增加和城市吸引力的提升。

有人认为，夜市街区是发展“夜间

经济”的主要载体。一些城市的管理者，
可能一说到夜市， 就想到了大排档、摆
地摊，自然将“脏、乱、差”等联系在了一
起， 似乎感觉这些东西拉低了城市档
次，降低了城市品位。事实上，激发新一
轮消费升级潜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了一揽子计划：着力打造10条特色
示范街区，培育100家连锁品牌企业，启
动王府井、前门大栅栏高品质步行街建
设等。“夜间经济” 不仅指向消费升级，
消费场所的升级换代亦不可或缺。

本质上讲，“夜间经济” 的繁荣，
就是尝试在城市的发展、市民的诉求
和企业经营者的需要之间展开探索。

何淼玲

1月12日，错过公交站点的女乘
客张某要求司机中途停车遭拒，一
怒之下便将保温杯中热水泼向司
机，致司机手部烫伤，车辆随即失控
撞向路边绿化带， 导致一名乘客眼
部受伤，公交车受损。日前，邵阳市
大祥区公安分局以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张某依法刑拘。

此事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
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
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
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
导意见》）相隔不过数日。这个《指导意
见》明确：乘客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
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
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
为的， 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定罪处罚。《指导意见》强调，即使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

“管不住自己，就只能让法律来
管束”。张某任性、野蛮，逞一时之气，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惩戒。 长期以
来，因乘客安全意识淡薄，肆意抢夺
公交车方向盘、殴打公交车司机酿成
的公共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去年重庆

“10·28”公交车坠江事故，引发了全
社会对公共安全的极大关注，即便如
此，仍有人充耳不闻、闻不足戒，依然
我行我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稍不如
愿，便恣意妄为。重庆公交车坠江事
故发生后短短2周里， 全国又发生危
害公交车安全驾驶事件150多起。

中国有“治乱世，用重典”的古
训。 危害公交车安全驾驶违法犯罪
之所以屡屡发生， 关键一条是违法
者付出的成本过低。据报道，仅以沈
阳高新区为例， 区法院自2016年至
今，共审理公交车上乘客辱骂、殴打
司机或抢夺方向盘引发的刑事犯罪
22件，仅有2件适用实刑，其余均适
用缓刑。法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
惩罚自然难以以儆效尤， 再犯者当
然不绝于途。“两高一部” 这次 “重
典”治乱，大快人心，得到广泛拥护。

事实上，乘客和公交车司机之间
的冲突，大多由“错过站点、忘拿行
李、发生口角”之类的琐事引发，继而
升级为拉拽、打斗，严重威胁道路交
通安全，有时造成车毁人亡惨剧。“退
一步海阔天空”，乘客加强自身修养，
司机提供热忱服务， 共同创造和谐、
文明、安全的乘车环境，也尤为重要。

繁荣“夜间经济”大有可为

“重典”治乱，维护公共安全决不手软

“家门口就业”是一种幸福
———节前做好迎接劳动力回家的准备②

准备特产，反复检查行囊，准备奔往远方———以往，
做这些事情的都是回家过年的孩子， 而现在则有更多
长辈准备前往异乡；在忙碌的车站、机场，一些年轻人翘
首以盼，他们不是乘客，而是在等着父母风尘仆仆的身
影……春节临近，有关“反向春运”的话题又热闹了起
来。

“反向春运”为什么会出现？一来“反向春运”票源充
足。二来，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劳动者，在大城市里落
户、安家，他们已有实力、有条件让父母来大城市团聚、
旅游，分享自己的奋斗成果。“反向春运”见证过节新方
式，也见证着社会发展进步。 文/王捷 图/朱慧卿

新闻漫画

“反向春运”见证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张倩） 进入2019年，
三湘大地似乎就没有见过太阳。气
象部门统计，自1月2日开始，湖南出
现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 全省日照
时数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低。气象
专家表示，未来有两次阴雨过程，晴
暖的好天气预计要到本月下旬才会
出现，期间，17日天气会短暂好转。

原本以为熬过跨年的那股寒潮，
就能迎来好晴天， 但是暖湿气流接手
太快， 以至于湖南大部分地区进入
2019年以来都没有见过阳光。据省气
候中心数据统计显示，自1月2日开始，
湖南出现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 截至
14日，全省逐日基本上为阴雨天气，除
汝城、桂东、石门、南岳等9县市区出现
了5.8小时（汝城）至0.2小时（花垣）的
日照外，其余县市均无日照。至1月14
日，根据连阴雨监测标准，辰溪、浏阳
等7县市达重度（连阴雨持续13天及以
上）连阴雨标准，古丈、洪江、新化等7

县市达中度（连阴雨持续10至12天）
连阴雨标准，另有11县市达轻度（连阴
雨持续7至9天）连阴雨标准。

2019年的阳光何时现身？省气
象台预计，15日至16日、18日至20
日全省有两次降雨过程。预计15日
晚至16日白天，湘中以北有雨夹雪
或小雪，其中岳阳、常德、益阳等湘
北局部有纯雪， 其他地区有小到中
雨，娄底等湘中地区有弱冰冻；17日
短暂好转；18日至20日， 全省有一
次弱降雨发生。也就是说，17日天气
可能短暂转晴， 但紧接着又要进入
阴雨天， 连续稳定的晴好天气估计
要到本月下旬才会出现。

气温方面，15日至16日、20日晚
至21日有两次冷空气过程，但气温降
幅不大。雨雪过程来袭，气象专家提
醒， 注意防范湘中以北低温雨雪、山
区冰冻天气对交通运输和出行造成
的不利影响；关注持续阴雨天气对交
通、农业、林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日照时数达历史同期最低
连续晴暖好天气预计本月下旬出现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王
文）今天，长沙本土专业房产研究机
构0731房产网对外发布的《2018长
沙楼市白皮书》显示，全年长沙商品
住宅供应2271万平方米， 成交2082
万平方米， 内5区住宅均价9834元/
平方米。 预计2019年长沙楼市仍将
是稳字当头，不会出现房价大跌或者
大涨现象，房价将回归价值本质。

白皮书显示，2018年长沙市新
建商品房供需、 价格均有一定的提
升 。2018年新建商品房累计供应

2878万平方米， 在史上最严调控周
期内，稳房价预期坚定不放松的情况
下，开发商逐步加大推货节奏，2018
年供应水平提升较大，同比去年增长
32.81%。而成交方面，受益于供应水
平的提升，2018年新房成交2600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20.26%；均价8711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14.22%。

2018年，全市商品住宅供应227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4.49%，捂盘观
望的项目相继出货， 开发商推货节奏
逐步加快，2018年住宅供应水平提升

在情理之中，为近几年来最高。成交方
面，2018年全市商品住宅成交2082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28.20%，同样是仅
次于2016年。 成交均价8014元/平方
米，同比增长16.21%；虽然均价提升
超过一成，但考虑到2018年较多精装
项目以及纯新盘的入市， 因此房价整
体仍处于稳定状态。

商业市场在2018年有所回暖，
在调控政策下，2018年长沙公寓市
场供需两旺， 住宅市场挤出的投资、
改善性需求基本被公寓市场所消化；

而写字楼市场，目前库存高企且同质
化严重，去化缓慢成交惨淡。2018年
长沙市内6区二手房成交遭遇滑铁
卢，成交量大幅下滑，二手房、二手住
宅成交同比去年分别下降37.28%、
48.22%，但相较2016年之前，成交量
仍处于较高水平。

白皮书认为， 住建部定调2019
年楼市“三稳”———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 结合目前长沙楼市的现状，
2019年长沙楼市宏观政策整体继续
维持稳定是大势所趋。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彭
雅惠）被称为“蓝色顶级燃油”的101
号汽油正式进入湖南销售。 今天，中
国石化百强企业海科集团与湖南军
安实业有限公司联手在长沙设立“五
星级加油站”，引入高效能系列燃油，
开启高端加油站在湘布局。

“这是湖南首次引入这么高标号
的汽油。”海科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101号汽油于2016年面世，主要在北
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销售。这种高
端汽油利用了特种炼化工艺，除了拥
有高动力外，还能够通过完全燃烧状
态清除进气阀、汽缸及活塞部位的积
碳，保护引擎的核心部件，售价也远

高于其他标号的汽油。 为拓展市场，
海科集团对国内综合实力较强的大
型城市进行市场调查， 结果显示，长
沙消费实力强劲，在中西部地区名列
前茅，豪车俱乐部及其会员数量十分
可观，消费高端汽油的潜力巨大。

目前，101号汽油仅在位于星沙
的“小海豚”加油站销售。为提升市场
接受力， 定价暂时和98号汽油保持
一致，单价为7.7元/升。

据介绍，这款高端汽油适用于排
量在3.0L或3.0T以上车辆， 包括奥
迪、宝马、奔驰、保时捷、捷豹、路虎、
阿斯顿马丁、迈凯伦、法拉利、兰博基
尼、玛莎拉蒂等车型。

《2018长沙楼市白皮书》发布
商品住宅成交2082万平方米，内5区住宅均价9834元/平方米

强劲消费实力吸引高端加油站入湘
101号汽油长沙销售

●汽油的分类主要根据辛烷值划分。 例如，92号汽油中有92%的异
辛烷、8%的正庚烷；而95号汽油中有95%的异辛烷、5%的正庚烷。不同标
号的汽油对点火时间和温度的要求有差别。

●使用汽油的标号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应以厂家测试
给出的汽油标号建议为准。标号过高容易产生滞燃；标号过低容易产生
爆震。

●如果误加的汽油标号之间差别较大，车主应及时将油箱中的汽油
导出，并及时清洁油箱和油路系统，以减少低油品对发动机的伤害。

徐西庆

几天前去某单位办事， 碰见一
个熟人在楼道里站着。一打听，原来
他来办事没赶上趟，“领导说中午下
班了，让下午一点半以后再来。家里
离得远，我就在这等等”。类似场景，
在一些窗口单位时有所见。

工作人员正常休息无可厚非 ，
只是对待群众其实还可以更“热乎”
些。 比如耐心听听群众到底遇到了
什么困难， 或者为他们提供起码的
歇脚场所，或端杯热水驱寒解渴。这
些再简单不过的“待人之道”，在一
些单位、部门偏偏被遗忘。让人联想
到一些“内热外冷”之人：对待领导
同事腿脚勤快，到处都透着一股“热
乎劲”，可面对上门办事的群众却总
拉下冷脸。

表现在脸上的“温度差”，或许
只是冰山一角。 个别干部 “作风偏
差”造成态度冷，经常端起架子爱答
不理， 或者搞选择性对待，“熟人优
先、其他排后”；绩效考核的“导向偏
差”造成效率低，由于群众话语权不
足，即便工作人员办事拖沓，但只要

没有明显的恶语相向， 一般情况下
老百姓除了忍着也不能怎么样；相关
部门“担当偏差”造成办事难，对群众
反映的棘手问题， 因为害怕背责任、
蹚浑水而以工作程序或职责权限为
由推脱，或者干脆用“哄”“劝”的方式
息事宁人，看上去关怀备至，实则是
对群众“假热乎”。

要让党员干部对群众 “热起
来”，不妨试试“三种热量”。一方面
注重“热量传递”，其实工作中不乏
问心无愧、“跑腿办事”的党员干部，
对于这样的典型应当加大宣传力
度， 不能让那些默默无闻为民办事
的人“吃亏”。另一方面借助“摩擦生
热”，适当为群众赋权加码，真正把
群众监督用到实处。此外，还要打造
“高温熔炉”，对于群众求助的难题，
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 “联合会诊”，
多些依法履职的主动， 少些 “没办
法”的消极，避免把小事“拖大”。

对群众多些“热乎气”，把他们
放到心头最暖的位置， 这一微小的
转变或许可以改变普通群众的命
运， 或许还可让党员干部收获不一
样的“幸福感”。

对待群众要多些“热乎气”

1月15日，长沙汽车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地，工人在毛毛雨中进行
顶板施工。项目投用后，将实现公路运输、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城市公交、出
租车5种交通方式之间的“零换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邓菲 摄影报道

冒雨施工

■相关链接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胡德积）1月15日，重庆大学
发布消息称，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内生长出植物嫩芽。
这是人类在月球上种植出的第一株植
物嫩芽，实现了人类首次月面生物生长
培育实验。担任此次试验项目的总设计
师是湖南隆回籍博导、 教授谢更新。消
息传来，隆回县人民争相传递：“这是中
国的骄傲，也是隆回人民的骄傲。”

谢更新，隆回县岩口镇人，在湖南大
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习，之后到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
目前是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
主任、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谢更新告诉记者，此次试验是从
全国257个项目中遴选出来的，从方
案设计、技术攻关、实验、地面验证、
研制等环节，前期准备进行了3年多。
实验选择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

酵母和果蝇6种生物作为样本。 含有
“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微型生
态系统。最新传回的图片显示，这株
成功培育出的植物嫩芽还将继续生
长，有望成为月球上的第一片绿叶。

“此次试验项目以科普和科研为
主要目的，一方面探索生物在月面低
重力，高辐射，长光照长黑暗，宽温差
等特殊环境，利用月球自然太阳光开
展生物生长，光合作用的实验；另一

方面向青少年和广大宇宙探索爱好
者传播空间科学和生物学知识，激发
科学探索热情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
研究生物在月面环境的生长规律和
机理，为我国和世界开展载人探月积
累技术和经验。”谢更新说。

谢更新对湖南具有深厚的感情，
他向记者表示：“感谢家乡的养育和
培养。希望湖南的科技创新和军民融
合工作也越做越好。”

月桂聊天首次将植物种上月球

项目总设计师是湖南隆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