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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杨玉龙

“就业优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
次上升到宏观政策层面，报告同时强调“必须
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意味着，稳就
业已经不仅仅是促民生、兜底线、稳大局的重
要发力点， 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的一个重要施政指引。 顺理成章，“就业优
先”不仅将稳稳地托住就业大局，还会给经济
运行带来一些新改变。

比如， 因为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力更强
劲，有望带动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加快。前段
时间，“年轻人宁送外卖也不去工厂” 的话题
广受热议， 背后是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
业转移的现实。 这其实也是倒逼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契机。 如何借助高新技术降低用
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善用工环境、

为年轻从业者提供成长成才机会等， 这些全
国两会上许多制造业代表委员不断思考和探
索的课题，恰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先声。

因为“小企业、大就业”，中小企业必然会
得到更多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就连连给中小
企业派发“红包”：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降低
过路过桥费用；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 三年内给
予定额税费减免……一系列降费措施， 对中
小企业轻装上阵、容纳就业非常有帮助。

因为民营企业早已是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当前，
民营经济不仅面临“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这些“老问题”，也有跟不上高质
量发展要求、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拖累等“新
症结”。 从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时对发展民营经济作出重要部署，到政府工作

报告强调“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红包”还将陆续送出。

因为创业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就业， 创新创
业的空间还将更开阔。 对于创业税费重、 用人
难、融资贵等饱受诟病的问题，两会上，政府工
作报告及相关部委给出了最新解答： 税费负担
减轻，融资难度下调，用人成本降低，办事审批
简便， 更多领域大有可为……这些实实在在的
优惠政策和利好举措，将持续为想创业、正创业
的奋斗者们“加持”。

就业稳，收入就稳，消费就稳，经济基本面才
能稳；而反过来，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 只有用新的产业空间支撑广泛的就业机
会，才能实现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就业优先“优”的
是民生、“先”的是经济，她们共同见证着中国迈向
高质量发展。

徐建辉

“3·15”到来之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2018年消费者投诉举报情况， 主要
呈现八大特点：商品投诉比重扩大；网购投
诉高速增长；广告、质量、合同、售后服务为
投诉重点；升级类消费投诉猛长；“诉转案”
机制不断深化；互联网平台成维权利器；在
线纠纷和解效率高； 全国消费维权指数保
持高位。

一年一度的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今年的主题为“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投
诉举报的“八大特点”，恰是为消费者维权
的八个着力点。

如“网购投诉高速增长”。电子商务大
发展， 投诉争端自然也少不了。 据统计，
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1.63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8.5%。与此同时，当年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168.20
万件，同比增长高达126.2%。这就要求必须
将市场监管和维权重心移师网上。

再如“升级类消费投诉猛长”，可谓“喜
中有忧”。 它既折射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升，也提醒维权和监管工作要关注新业态，
探索新方式，实现与时俱进。

当然，从“八大特点”中，人们可以看到
的也不只是问题和挑战，还有契机和启迪。
如“互联网平台成维权利器”。全国12315互
联网平台提供了PC端、APP、 微信小程序
和公众号、 支付宝小程序等全方位的网上
投诉渠道， 消费者可以方便快捷地24小时
提交投诉。再如“在线纠纷和解效率高”。全
国12315互联网平台开通了消费纠纷在线
和解(ODR)通道，鼓励、引导企业在平台上
直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和解 。2018年 ，全
国ODR企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9051件。
ODR企业平均处理时长7、8天， 和解成功
率50.31%，解决效率为传统方式的2.67倍。

维权新风向提示我们， 今后要进一步
建好、用好、管好网络维权和调解渠道，充
分发挥网络快捷沟通的优势， 让投诉更便
捷，使维权更高效。

消费投诉“八大特点”
折射维权新风向

陈广江

近日，高校的各类夸夸群在网络上引发热
议。在夸夸群里，唯一的规则就是夸，求夸和夸
人都随心所欲。重度肥胖被夸胃口好，脱发被
夸学术好，考试挂科被夸进步空间大……直接
夸、间接夸、花式夸、无原则夸，总之，没有不
能夸的。 此外， 还有电商平台商家则推出了
“夸人服务”。专家表示，这种方式虽然能让人
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 但年轻人遇到压力时
应该选择更健康的排解方式。

诚然， 对年轻人之间不断出现的新社交

时尚， 理应多些耐心和包容， 少些苛责和棒
喝。但新出现的事物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事物，
种种迹象表明， 虽然夸夸群有一定的释压解
忧功能， 但其背后反映出的学生精神世界的
空虚和荒芜问题同样值得警惕。

谁都愿听赞美的话，但凡事有度、物极必
反。一旦夸多了、夸过了，毫无底线和原则地
夸就走向了夸的反面， 变成了一种讽刺和嘲
笑，甚至高级黑。对那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的夸，连局外人都觉得难为情，被夸者和夸人
者怎么能心安理得呢？

事实上，这一现象和之前的“佛系文化”

类似。夸夸群就像一枚硬币，正面写着年轻一代
学习和求职压力大，需要放松、排遣和激励；而
背面则写着逃避现实、推卸责任、自欺欺人的鸵
鸟心态，以及孱弱、消沉、挣扎的精神状态。任何
时代的年轻人都不容易， 风华正茂的新时代大
学生们不该如此暮气沉沉，缺乏阳刚之气。

“夸人服务”的出现则进一步消解了夸夸群
的正面意义。打着“定制服务”的旗号，结果夸奖
内容多有重复，夸完就踢群，还显得十分粗暴。
更奇葩的是，除了夸夸群，还出现了专门怼人的
“怼怼群”。群夸捧上天，群怼无底线，绝不能任
其蔓延。

“夸夸群”里有“佛系”的影子

就业优先：
“优”的是民生“先”的是经济

杨启定

当下 ， 正值地方机构改革紧锣密鼓推
进之际 ，岗位去留 、职务升迁 ，成了一些党
员干部的现实考量 。日前 ，偶听一位领导同
志讲话 ，大有脑洞大开之感 。他说 ，党员干
部在对待岗位变化 、 个人升迁上要摆正心
态 ，要懂得做自己的 “伯乐 ”，要靠 “自己提
拔自己”。

个人的成长、成功，固然需要外力帮助，
但自身的奋斗、努力，才是关键。当自己的“伯
乐”，就是要勇于自我提升、自我修炼，以实实

在在的业绩获得组织的认可。
“毛遂自荐”的故事，堪称“自我提拔”的

典范。战国时期，众雄争霸，赵国遭秦国大军
围攻。危亡之际，地位卑微的毛遂不顾旁人耻
笑、鼎力自荐，获准跟随平原君出使楚国。他
凭借过人的口才与能力，说服楚王出兵解难。
救国救民之勋绩，使他得以重用，官拜上卿。
“毛遂”的成功，得益于他做了自己的“伯乐”。

既志存高远、又不惧策驽砺钝，是党员干
部“自己提拔自己”的前提。“欲得其中，必求
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要让生命的旅途
成为勇攀高峰的历程，尤需在勤学、善思、敏

行上下真功夫、下苦功夫，以“时不我待”的自练
之气，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锤炼党性
修养、提升综合能力。那些德才兼备、业绩突出、
敢于吃苦的党员干部， 自然会有合适自己的岗
位。

自己提拔自己，就必须具备“有我必成”的
担当精神。既要做到“尽我之责”，扛起肩上的那
份责任；又要做到“有我之为”，拥有干事创业之
心。常言道 ，有为有位 。真正懂得 “自己提拔自
己”富含的人生哲理，就能淡薄个人得失，不走
邀功捞名的旁门左道， 不走跑官要官的歪门邪
道，真正靠苦干实干演绎精彩人生。

做自己人生的“伯乐”

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采访中，
针对记者有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问
题，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强调，
2019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抓住食品、
药品、儿童及老年人用品等重点领域，依
法严格监管，创新巨额赔偿制度、巨额惩
罚制度， 让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极大成
本。

造假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算计，
造假者往往不会在意法律规则和舆论
评价，如果有利可图，即便一时一地一事
被罚，只要有机会翻盘，他们大多数宁愿
再次冒险。通过严格监管、巨额赔偿、巨
额惩罚让造假者有切肤之痛、得不偿失、
甚至倾家荡产，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文/图 陶小莫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