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4月17日 星期三
观点·经济 07

!"#$%
! &'(
)*+'(
&,-$%
!"# !$% &$'( !$)$*%+
./01234567!

!"#!$"#!$ % % & "" '(
)*+,-./0123456
789:;<=>?@ABCD
EFGDHFI0BJK3>L
MNOPQR*STUV012
3 ""&%'BJKW

"$"#!$ % !" & "$ ' ()*+,-
./0/,- 12/3,4*5+- 6+7894:8+4-
;*:*482 XYZ[\]236^_
45`abcde ;16- ;*8- .*+<-
;*:*482 BfgUhW "#!$ % !"
& "$ ' ;16- ;*8- .*+<- ;*:*482
ijklmneR*STUV0
123op$ op7G><qrs
tuklv$wxyeR*STU
V0123opsvz{eR*S
TUV0123|ps}~45�
��OU�fgkR*STUV
0123G�����XfJ2
3W

=$"#!% % > & > 'R*ST

UV0123J)���5�s
"#!% % ? & $ 'R*STUV0
123opDHF��W

@$ R*STUV0123�
�R*�����?$R*ST�
���XR*�����?�V
����:�GfJR*ST�
V��0123�����Uhs
R*ST�V��0123 ¡
eR*�����?¢£�V¤
¥B�V23W

"#!$ % % & "" '¦§sR*
STUV0123¨©kª«¬
23��eG��®¯s°±²
³´0µ¶5ª·J)¸$ op
¸s�¸¹ºZ�$»¸¼½s¾¸
¹ºJ)¼½W()*+,-./
0123¿eR*STUV01
23BJ)sÀÁÂ:Ã<=�Ä
Z23>ÅÆ @ ÇÈÉÊ>Ë0/
ÌÍ½$ÎXÏÐÑÒ$ÓÔ23
¸ÕÖ×$ØÙµÚJ)¸$ÛÜ
��ÝÞK¼W ßàsáâ¾ãä
åæGçèsé·êë$ìíîÝ
:à<ïðñR*STUV01
23ò;��<ó¢ôÚJ)¸s
ÛtõopsgÉ23ö÷sÎX

R*STUV0123����s
øùúûüýîÝþÿ!"W #$
·45%h2Ú&ðñR*ST
UV0123$R*STUV01
23ò;��<óGfJJ)'
()*ØÙ#

!$+6 !> ',4(()*+
,-./0123ij<óÓÔ$
-g "#!$ % % & "" '.³R*
STUV0123op¸¸cÑ
c$|p¸¸cÑc$/¥¸Õ0'
GÓÔR*STUV0123G�
����XfJ23¸ÕÖ×1R
*STUV0123G�����
XfJ23B&2$32$%2/¥
0r1ñ4;��56Bìí0'1
�7ÕB%2/¥0'1 XJ)8
9:;ÿ<B=>ÞW

"$+6 "# '?678@Ac
BCeR*�����?DµÚJ
)¸cs EF=/bcG23ö
÷sijÛ�opsbGHop7$
I��Þ<Ûs bG23�2B
CsbGC����B|�$GJ
R*STUV0123����
K0L¼XM�¼XNsµÚop
¸ÑÉ�OÏØÑÒpPÞW

89/:;<=>45?7
,-./ @ 0 A .1 B

C D E!QRõ
FGHI!!=?"?""AA?%

! " #

宋明月

“以前开一次会就要来一次县
城 ，现在几个会议一起开 ，给我们
留了更多的时间去抓落实。”近日，
福建省清流县纪委监委将参会人
员相同的3个会议合并套开， 会上
只讲干货 、不讲套话 ，以往要开半
天的会议， 一个小时便开完了，获
得了网友们的点赞。

开会 ，是部署安排工作 、议定
工作事项 、协调解决问题 、促进工
作落实的重要方式。但如果把会议
当成推动工作的唯一方式，势必造
成会议过多过滥，不仅让与会者劳

心劳神 、疲于应付 ，甚至还会消磨
斗志，起到相反的作用。

会多是表象 ， 实际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在作祟 。“会海 ”浪费
严重 、危害极大 ，基层苦 “会海 ”久
矣，必须根治根除。

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对
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主义都有过
严厉的批判和整治。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后 ，湖南省
抓紧制定整治措施 。3月25日 ，《湖
南省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条措施》正式实施；4月5日，湖南
专门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专题部署会。一切行动都旨在
重拳整治喊口号、搞变通、“文山会
海”等突出问题。

当下 ，随着 “基层减负年 ”的
不断深入 ，从少开会 、开短会 ，到
开管用的会 ， 为基层减负的鲜明
导向被树立了起来 。 但整治 “会
海 ”积弊非一朝一夕之功 。许多地
方曾建立过 “无会周 ”“无会日 ”，
但往往当时效果显著 ，时间一长 ，
又出现反弹回潮 。纵观这些措施 ，
大多是 “单兵作战 ”，还没有形成
综合整治的合力 ， 更没有在制度
机制的根本上发力。

治理“会海”问题，一方面需要

坚决做好“减法”，直接减掉没有必
要的各类会议，减少复杂的会议流
程 ，压缩会议时间 ，开短会 、说短
话，开套会、开管用的会。可以探索
“会议限量 ”制度 ，每年重要会议 ，
年初都做好“计划”，除了重大事项
和紧急会议外，计划外的会议能不
开就都不开 ；另一方面 ，要建立科
学严密、 长效管用的治理制度，管
理 、规范 、引导 、约束各类会议 ，避
免“有事无事都开会”。

治理“会海”路漫漫，综合施策
是关键。“会海无边”， 唯有从思想
上 、制度上 、根本上采取综合治理
的办法，才有望彻底根治。

斯涵涵 丰收

用户期待多年的“携号转网”终于
跨出试点区， 年底前将在全国实现。但
有媒体调查发现，用户在“携号转网”过
程中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各种“坑”里，前
有申请转网重重障碍， 后有转网即成
“二等用户”，基本使用都成问题。

因为“坑多多”，一些用户不得不放
弃“携号转网”。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
某些运营商想通过挖“坑”来阻止老用
户流失，避免业绩下滑。

这一幕似曾相识。从多年前的取消
漫游费，到如今的“携号转网”，各类优
惠政策的落地，往往要经过多番波折与
多元推动。运营商不可能轻易放弃现有
的“奶酪”，习惯性设置套路来“留住”和
“争夺”消费者。因此，消除行业壁垒、强
化公平竞争、激发行业活力，是加速全
国“携号转网”落地的前提。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据工信

部部长透露，将在年底之前，实现所有
的手机用户自由“携号转网”。这些承诺
意味着实行自由“携号转网”不可阻挡，
挖“坑”的运营商一方面小看了决策层
的改革决心，另一方面也小看了用户博
弈的意志力。

站在更广博的视角来看，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不仅仅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很
多国家甚至把通讯信息建设作为国家
战略。当前通讯信息的指数式增长，对我
国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提出挑战， 只有充
分挖掘信息经济的建设潜力，才能赢得
先机，获得快速发展的空间。因此，让利
于民，落实“携号转网”，进一步加大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刻不容缓。

“携号转网”是顺应形势和民意的
必然之举，运营商应看清这一点，拿出
更大诚意和更实在的行动。政府部门则
要加大监管力度，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
遏制、消除种种“霸王条款”，打击弄虚
作假、糊弄用户等行为，让“携号转网”
的政策利好照进现实。

黄齐超

“种草”是时下许多年轻人爱用的
流行语之一，意指“宣传某种商品的优
异品质以诱人购买”的行为。近日，北京
疾控中心发布2018年中国互联网影响
数据监测结果，青少年用户众多、监管
相对缺位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烟草营销
“种草”的重灾区。

戒烟于烟民个体而言， 是个难题；
控烟对公共卫生来说，也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持续发力。在多项举措推
动下，我国控烟禁烟取得了一些成效。

然而，一些烟草企业仍想方设法刷
存在感， 通过各种不直接冲突法规的渠
道推销香烟。近年来，有用户在手机APP
上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笔记等，记录、分
享自己使用商品的体验和感受———这类
平台被网友称为“种草神器”，其广告宣
传价值逐渐被商家发现， 烟草企业也将
其作为推销烟草的一个网络宣传阵地。
据媒体调查发现， 仅在 “小红书” 一款

APP上， 与烟相关的营销信息就多达9
万余条，吸引了大量读者关注。

这些信息描述的都是吸烟的美好
感受， 暗含着潜移默化的诱惑作用。可
以说，烟草企业在“小红书”上“种草”，
其实就是一种广告宣传。一些不负责任
的互联网平台罔顾烟草企业“种草”，与
政府控烟禁烟的立场背道而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烟草广告的媒
介禁令中包含了网络。禁止烟草广告是
互联网平台应尽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
任， 各平台应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筛查、切断、屏蔽涉烟草广告信息，而不
是将“聪明才智”用到投机取巧规避监
管、兜售“健康烟草”等伪科学上。

烟草企业“种草”，监管部门应拔根。
如根据广告法，违规发布烟草广告的，最
高可处100万元罚款，并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广告发布登记证件。监管者应有效查
处隐藏于各个平台的涉烟草广告并追究
涉事者，以使烟草广告不再嚣张地“游荡”
于网络平台、戕害公民身心健康。

杨玉龙

据媒体近日报道 ， 北京市
2018年共为全市1.76万名农民
工追发工资1.39亿元 ， 有力维
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 此外 ，
劳动者维权实现全市 “一点投
诉举报 、 全网联动处理 ”。比
如， 京津冀劳动监察案件实现
“一点投诉 、 三地联动处理 ”，
还 可 以 通 过 12345、12333热 线
电话， 微信、 微博等渠道进行
维权 ， 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
制 ， 实现了劳动者法律咨询 、
维权路径全天候覆盖。

打 破 劳 动 者 维 权 时 空 限
制， 意味着劳动者在遭遇到权
益伤害时 ， 可随时随地维权 。
这不仅增强了劳动者维权的
便利， 而且有利于精准遏制不
法用工行为， 对劳动用工市场
能 起 到 防 控 及 规 范 作 用 。比
如， 通过对工会、 司法机构的
法援信息、 信访接访等进行大

数据综合对比分析， 有助于制
定重点防控措施。

当然，要有力保障劳动者权
益， 还应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宣
传、提升劳动者维权意识，同时
不能忽视对违规企业的规制力
度。应向社会公布劳动保障重大
违法行为、加大对用人单位信用
监管力度、落实行政处罚公示制
度， 对不法用工单位在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政策扶持等方面
实施联合惩戒。

打破劳动者维权时空限制
势必会增加相关部门工作量，各
级劳动保障监察接待窗口的工
作人员应使用标准服务语言 ,文
明接待 、耐心解释 ,不断提升窗
口服务质量。

打破劳动者维权时空限制，
是惠利广大劳动者的大好事。唯
有让劳动者维权“无障碍”，同时
对不法用工单位施以法律惩戒，
才能真正保护好劳动者权益。故
此，值得推而广之。

治理“会海”路漫漫
综合施策是关键

让“携号转网”的政策利好
照进现实

烟草企业“种草”
监管部门应拔根

打破劳动者维权时空限制
值得推广

活泼好动的小学生能做到“食
不言”吗？浙江三门县浬浦中心小
学推出“无声食堂”：学生就餐时不
能说话，要加饭加菜用手势示意。

中国有“食不言，寝不语”的古
训，不可否认，文明就餐习惯的养
成，确实有必要从娃娃抓起。但小
学推出“无声食堂”呈现更多的是
强制与硬性约束，让人难以认同。

作为公共场合，学校食堂固然

应有所规范，但活泼好动是孩子的
天性，只要孩子们没有插队、打闹、
争吵等不文明行为，彼此之间正常
交流理当被允许。把文明简化为不
说话，显然矫枉过正，既不符合常
情，也背离常识。

教育是一门艺术，如何在文明
倡导与尊重个性之间找到一个平
衡点，值得教育者多多思量。

文/刘孙恒 图/陶小莫

小学推“无声食堂”有点矫枉过正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邹靖
方）谈起吃，不少中国人头头是道；而
淘宝，试图读懂中国吃货。今天，淘宝
吃货发布《吃货大数据报告》，逐一解
读那些与吃有关的活色生香、酸甜苦
辣。

连续3年，85后90后群体贡献

了线上食品约七成消费， 近六成淘
宝吃货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95后
更是“来势汹汹”。据淘宝吃货数据
显示， 午餐前和晚餐前后是大多数
用户下单食品的高峰时间； 而晚上
10时开始， 淘宝吃货频频出动，而
有别于70后、80后等用户， 淘宝95

后用户主要活跃时段则在深夜 12
时以后。

近4年数据来看，淘宝上零食、方
便食品等品类正在经历飞速发展，方
便食品增速达到35%。其中，螺蛳粉
更是变成年轻人喜爱的现象级网红
产品， 近10年销量迎来爆发增长，增

速达到9000倍。与此同时，淘宝上的
川菜、湘菜、粤菜正在朝着零食方向
演变。据淘宝吃货数据显示，四川麻
辣兔头、湖北小龙虾、粤式盆菜、长沙
臭豆腐等地域菜系通过“零食化”正
在登上年轻人的餐桌。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如今淘宝上
臭豆腐、臭酸笋、螺蛳粉、臭鳜鱼等带
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也在不知不觉中
“火热”起来。据淘宝吃货数据显示，
湖南人臭味食品的订单稳居全国第
三，仅次于广西和北京。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梁可庭 ）今天，第二届中
国婚嫁行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长沙
举行。“当前41%的年轻人看重婚礼
创意，38%的年轻人看重婚礼承办方
的品牌口碑，仅10%的年轻人看重价
格。”论坛上，百度有关负责人列举数

据表明，潜在客户对更好体验、更高
品质的婚嫁服务要求，使得婚嫁市场
前景可期。

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自2013年达
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今年可能跌破
1000万对。婚嫁行业赖以发展的人口
红利不再， 婚嫁市场如何借力互联

网，创新求变，保持活力？“要拥抱互
联网，用大数据来洞悉婚嫁行业发展
趋势，开辟新市场。”中国婚嫁产业研
究院院长史康宁表示，“不办婚礼”
“个性化婚礼”“旅拍婚礼” 等婚嫁关
键词网络搜索量大幅增加，可从中窥
见婚嫁市场最新需求。传统婚嫁行业

已经到了亟须变革的阶段，需要借助
互联网，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不能做硬件设施的搬运工，要
做有情怀的婚嫁行业工匠。” 婚嫁专
家认为，近年场景艺术广泛应用于婚
嫁布置， 还应注入更多的人文内涵，
用好互联网工具，打造出富有文化温
度、精致高雅的婚嫁产品，推动婚嫁
行业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 4月 1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坚决抵制消费濒危
物种及其制品。”今天，在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厅内， 长沙
海关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公益活
动， 现场陈列海关查获的象牙制
品、羚羊角、鹿角、穿山甲鳞片、独
角鲸牙、小叶紫檀、沉香等，并摆
放了指纹签名展板， 邀请进出境
旅客“指纹打卡”，承诺“拒绝象牙
消费，从你我做起”。

据长沙海关副关长姜奎通
报，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长沙海关共查获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71批、389件，总重85.90

千克， 其中象牙及其制品41批、
316件，重8.02千克 。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是我省旅客主要的进出境
口岸，今年以来，长沙海关从进出
境旅客携带物中查获的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呈增长态势，截至4月15
日，共查获23批、42件，其中象牙
象骨制品14批、25件、754克，包括
象牙印章、吊坠、手镯、手链、项链
等。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等规定，除持有相关
准许进出口证明书外， 以任何贸
易方式或者任何渠道运输、携带、
邮寄象牙等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进出境的行为，均属违法。

长沙海关今年来查获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42件

淘宝吃货大数据报告出炉
淘宝上的川菜、湘菜、粤菜正朝着零食方向演变

41%的年轻人看重婚礼创意

婚嫁市场借力互联网创新求变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陈晓雯 ）海南航空昨
日发布， 当前正是澳大利亚旅游佳
季， 即日起至6月20日推出长沙飞
澳大利亚特惠机票 ， 长沙飞墨尔
本、 悉尼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最
低880元（不含税价）。

目前，我省开通了长沙-悉尼、长
沙-墨尔本两条飞往澳大利亚的洲际
航线，每周两班，采用空客A330宽体
客机，均由海南航空执飞。

海南航空介绍， 即日起至6月
20日，长沙飞悉尼航线的经济舱单
程票价880元起，往返1080元起；长

沙飞墨尔本航线的经济舱单程和往
返票价均为880元起（以上价格均
为不含税价）。 旅客可通过官方售
票平台或服务热线95339了解出行
具体信息。

随着“五一”小长假临近，不少
航线机票价格上涨。 记者从多家航
空公司了解到，今年“五一”小长假
有4天假期，预计出境游客将攀高，
目前4月30日从长沙出发的热门航
线机票比较紧俏， 建议旅客提前购
票。

长沙飞澳大利亚机票优惠大
6月20日前往返机票最低880元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奉永
成）今天，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018
年度湖南专利奖名单，48项专利榜上
有名。其中，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等
单位申报的“基于副热带高压因子的
电网覆冰长期预报方法”发明专利获
特别奖。

2018年全省共有113项专利参评
专利奖，评审标准侧重专利的法律价

值度、 技术价值度和经济价值度。除
特别奖外，另有“复合氧化铝绝缘体
火花塞及其制造方法” 等8项专利获
得湖南专利奖一等奖，“药物组合物
及其应用”等11项专利获得湖南专利
奖二等奖，“测试数据的验证方法及
装置”等28项专利获得湖南专利奖三
等奖。

输电线路覆冰易引发跳闸、倒

塔断线， 是电网安全运行的最大危
害，2008年电网大范围冰冻灾害给
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获得特别
奖的“基于副热带高压因子的电网
覆冰长期预报方法”发明专利，开拓
性地发现了影响电网覆冰的副高等
关键因子， 率先提出以稳定因子驱
动变化因子的预测方法， 建立电网
覆冰程度发生概率计算模型， 直接
对电网覆冰程度发生概率进行预
测。目前，应用该专利技术成果开发
的“电网冰灾综合预报预警系统”系
列产品， 已在全国易覆冰的26个省
级、110个地市级电网公司应用。

2018年度湖南专利奖揭晓
“电网覆冰长期预报方法”发明专利获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