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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婧

5月18日，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圆
满落幕。 这次展会是长沙作为工程机械之都的
荣耀，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0家企
业参展，18万人次现场观展， 现场订单和采购金
额逾200亿元。“办一场盛会，兴一个产业”，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充分发挥了“助推产业、促进开
放、拉动消费、传播文化、营销城市”的积极作用。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会展业是低投入、高产出、无污染且效
益极高的现代服务业，涉及交通、旅游、广告、装
饰、餐饮、通信和酒店等多个行业。专业机构发布
的《2018中国会展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全
国会展业的直接产值达5951亿元人民币，综合贡

献达5.1万亿人民币， 会展带动的经济收益化比
值高达1比9。

“如果一个城市办会展，就相当于一架飞机
在这座城市上空撒钞票。” 这是一位德国经济学
家对会展经济做的生动比喻。会展业被誉为“城
市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风向标、助推器”、“城市的
面包”、“走向世界的窗口”。目前，国际会议和展
览举办的数量、 规模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座
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指标。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
国汉诺威、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上海等这些世界都市，无一例
外地都是著名的会展城市。

近年来，在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指引
下，长沙按照“打造中部会展高地、建设国家会展
名城”的总体目标，突出发挥高铁新城片区会展
主导和引领作用， 打造了包括本次工程机械展、

移动互联网峰会和中非经贸博览会、 国际稻作
发展论坛、 中非合作科技论坛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会展品牌。当然，与上海 、香港等领先城市相
比，长沙会展业发展还存在不足。

改进的空间，或可从五个方面破题：一是系
统性规划，对区域主导产业、城市展会资源做深
入分析，像这次国际工程机械展一样，精准对接
全省工程机械发展，实现“会展+”融合。二是专
业化运营，引入专业展会团队，调动市场主体积
极性。三是一体化发展，统筹开发大型场馆及周
边服务功能、城市基础设施，实现客流的就地变
现，充分放大会展经济的带动效应。四是品牌化
经营， 打造一批能够长远运营的特色标志性会
展，扩大提升城市能级 。五是精细化服务 ，从参
展、酒店、出行、翻译等各方面优化流程，细化服
务，营造最佳客户体验。

何勇海

“如果领导晚上8点走，你要等到
他出办公室的一刻， 看见的是你在读
文件或者敲键盘的画面。 如果他问你
‘还不下班啊’， 你就说还有点事要提
前做好准备……” 一名国企工作人员
说，这是自己“刷存在感”的小秘密。目
前，这种“形式主义加班”还从线下延
伸到线上，演绎成了“朋友圈办公”“聊
天群加班”。

“唯时长论”“坐班不做事”“领导
不走我不走”等“形式主义加班”现象，
在职场中蔓延。然而这种加班，并非真
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是为“在领导面前
混个脸熟”，或维护“领导不走，你也不
能走”的潜规则，又或者只是因“其他
人都这么做”。这样的加班不过是走形
式、摆阵势、做样子。

有人说，“形式主义加班”只是“怒
刷存在感”， 不会给员工身体造成劳
累。实际上，它同样延长了劳动者的工
作时间，压缩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久
而久之照样造成身体疲惫。“形式主义
加班”还会让员工心累。本是作秀，却

还要让人看上去“乐此不疲”，不少人
往往会因“演”不下去而心生去意。

“形式主义加班”还会污染企业的
奋斗文化。企业要想发展，离不开每一
位员工的努力和奋斗，但决不能靠“形
式主义加班” 这种假积极和伪奋斗来
实现。当“形式主义加班”盛行，不做事
的“伪奋斗”与埋头苦干的真奋斗交织
在一起， 真奋斗者很难获得领导的好
评与鼓励。他们甚至可能被“伪奋斗”
者同化。久而久之，这种以领导个人态
度而非实际工作成效为导向的加班，
将在员工内部滋生怠惰、投机取巧、效
率低下等问题， 对企业发展而言无异
于舍本逐末。

要消除“形式主义加班”，首先要
从观念上纠偏。一方面摒弃“爱加班才
是好员工”“加班越多越优秀”的偏见。
员工在上班时间把工作做完做好，既
有劳动效率，又有劳动质量，才是对自
己负责、对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破
除“领导不走，员工也不能走”的官本
思想。第三，对员工的考核评价制度，
必须注重结果导向， 以工作效率和工
作成效作为评判员工的标准。

丁慎毅

日前，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国
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
局、银保监会联合印发《交通运输新业
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对共享经济运营企业如何
收取用户押金、 如何使用押金以及如
何退押金等做出明确规定。

这几年来， 共享经济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 押金问题以及所衍生的用户
权益保障难问题， 一直是其挥之不去
的阴影。 特别是当有的共享经济企业
陷入退押金难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
共享经济在提升使用效率、 增加公共
服务便捷度的同时， 也隐藏着巨大的
陷阱。

而此次《办法》规定，运营企业原
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 确有必要收取
的， 应提供运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
用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两种资金存
管方式， 供用户选择。《办法》 同时明
确，“用户押金归用户所有， 运营企业
不得挪用”“共享汽车押金退还最长不
超过15个工作日， 共享单车押金退还

最长不超过2个工作日”。 这有望让类
似“ofo线上退款排队超千万 ”的尴尬
不再出现。ofo方面日前也回应，“我们
将尽最大努力， 积极配合落实最新政
策， 为用户负责、 为社会创造更大价
值。”站在企业角度，《办法》如此规定
是一种形势所需，通过规范管理，促进
市场理性发展。

同时，《办法》要求预付资金建立备
付金制度，预付资金专用存款账户留存
资金不得低于运营企业预付资金余额
的40%， 可提取预付资金部分只能用于
运营企业与服务用户有关的主营业务。
共享经济在我国之所以发展飞速，一部
分原因就是通过用户缴纳押金形成巨
大资金池，刺激了更多公司的加入。《办
法》试图让押金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实
现有序运转， 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
时，也将倒逼共享经济突破瓶颈，实现
产业升级。

就本质而言， 共享经济最终目的
还是让公众需求得以更好地实现。因
此，从1.0时代的押金模式到如今的趋
向信用化模式， 也是共享经济持续发
展的大方向。

湖南衡阳公安机关日前破获一起以虚拟数字货
币为幌子的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达3亿余元，截至目
前已有23人被刑事拘留。

虚拟数字货币诈骗案， 一大堆前沿术语背后，是
各种“骗你没商量”的套路。如项目靠“抹胭脂”，摇身
一变“国际范”；收益靠“吹气球”，最后结果是“泡沫”。
实际上，这些骗局的很多手法似曾相识，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粉墨登场”。“大宗商品交易”“共享经济”“互
联网金融”等，都曾被拿来作为幌子。对这类编织“低
投入、高收益”谎言的骗局，公众应引起警惕。

文/图 朱慧卿

杨玉龙

2018年底， 在北京海淀区房管局的指导下，
中关村街道希格玛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了北京
首个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环物会”），
至今已运转半年左右。“环物会”的成立进一步规
范了社区环境与物业管理秩序， 也成为辖区居
民和物业沟通的桥梁。

所谓“环物会”，就是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
员会。由社区党委领导组织建立，由居民代表推
荐产生，设立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面，主要是做
好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工

作。“环物会”的设置初衷就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社
区环境与物业管理秩序， 提高小区居民的环境
与物业管理意识，实现社区环境“共建共享、共治
共享”。从具体运行来看，业委会不作为、业主损
害小区公共利益、物业服务企业管理都是其“管
辖”范围。

而且，从实践来看，“环物会”的确能够发挥
积极作用。以北京市首个 “环物会 ”为例 ，1名主
任、2名副主任以及6名委员的9人团队，成立半年
时间来， 帮助解决和正在解决的居民难题已有
大大小小十余件。

相关配套机制也值得点赞。比如，对上充分

发挥“社区鸣笛、家家出力”的工作机制，以吹哨
的方式让政府部门执法力量下沉社区合力解决
难题；对下探索建立“约谈”制度。一方面可以使
关涉民生福祉的事项得到及时纾解； 另一方面
也可以督促业委会、 物业等方面积极正确履职；
同时， 也可以避免因问题积压所带来的治安隐
患等。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暖气不热、车棚
乱停 、电梯年久失修 ，一桩桩 、一件件看似 “小
事”， 也正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201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探索在社区居民委
员会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 故此，“环物
会”作为助力城市治理的创新之举，值得学习借
鉴和普及。

“押金新规”利于共享经济升级

“形式主义加班”是假积极、伪奋斗长沙会展经济：“诱人的城市面包”

“环物会”值得学习借鉴和推广

新闻漫画

虚拟数字货币诈骗案：
幌子高大上 骗你没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