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协会
“脱钩”才能正名

7月29日，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表示，消防部门
将与消防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彻底脱钩，现职消防人
员一律不得在消防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兼职或任职。

有人说，行业协会“戴着行会的帽子，舞着政府
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供着官
员兼职的位子”。 这个说法形象揭示出行业协会的
“不伦不类”： 作为非政府组织却带着政府性印记，
作为非营利组织却又有营利冲动。只有掐断职能部
门借行会商会“养人”“牟利”的畸形需求，才能让行
业协会成为独立的市场治理主体。 文/图 朱慧卿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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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办企业搞经营，所涉及的事项，远比居家
过日子复杂、繁琐得多。

7月29日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 “放管
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
话全文发布。细读讲话，全是“硬核”干货 ：大
力压减行政许可和整治各类变相审批， 打通
企业开办经营和投资建设两大重点领域的
“堵点”，协同推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放管
服”改革……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动作表明，在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优化营商环
境的改革将向纵深发力。

回望湖南这两年营商环境的日益改善 ，
从严禁“打牌子”，减少政府微观管理、直接干
预，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到缩减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证照分离” 改革、 政务服务

“一张网”、最多“跑一次 ”……基于政府职能
深刻转变、 行政审批改革不断深入营造出不
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今年湖南经济发展的“半
年报”才会依旧可圈可点。

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感受最深。宜家长
沙项目是宜家全球范围内首个综合体项目 。
宜家综合体之所以选择长沙， 其中关键一点
是对湖南营商环境的认同。事实上，该项目落
地长沙，整个审批流程只用了5个月 ，尤其在
永久供电、消防设计等方面非常快捷。全球十
大鞋业制造商之一的连泰鞋业将上海零售总
部迁入邵阳，过程中一个举措让人感动：邵阳
经开区专门为之开通园区公交专线， 并补贴
员工上下班通勤费用。点滴之间，足见政府对
企业发展环境的重视。

营商环境的优化为项目建设提速， 数据
证明：今年上半年，湖南引进重大项目322个，
其中世界500强企业28家，投资项目38个。严格

规范的限权创造了公平竞争环境， 真金白银
的减负增加了企业效益 ， 湖南成为开发 、投
资、兴业的一片“沃土”。

我省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能够形成
良好的产业生态，规模效应优势明显；高素质人
才供给越来越多，能够承接高端制造、研发以及
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同时，工资水平与沿海省份
比相对较低。这些因素都备受产业项目青睐。在
7月29日召开的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
上，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不是投资上不去、产业项目铺不开的‘挡箭牌’”
“这道理那道理，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
旗帜鲜明的讲话，在全省上下树立起了以产业
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

项目建设鼓点急，更需要营商环境加把油。
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以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全
省上下将掀起一场比学赶超抓产业的热潮。

沈德良 傅奕丹

“注重从乡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中
选拔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县级党政领导班
子至少应各配备1名以上有乡镇（街道）党政
正职经历的干部”“县市区直机关领导班子配
备一定数量的有乡镇 （街道） 工作经历的干
部” “建立选拔优秀乡镇（街道）党政主要领
导任市州直部门副职和省直单位内设处室副
职的长效机制”……我省日前出台的《拓展基
层干部晋升通道实施方案》，预示着为基层干
部队伍中的实干者预留通道。

“千线一针”“千锤一钉”的基层组织，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 是锻炼干部
队伍的“练兵场”，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工
作业绩、价值指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理想很丰满，但
“僧多粥少”的尴尬和 “天花板”效应更骨
感。相比其他层级干部，县以下机关公务员
队伍基数庞大，但起点低、岗位少，面临晋
升通道狭窄等困境。

“身累扛得下，心累向谁说”。对付工作
压力， 基层干部可以唤醒顽强意志攻坚克
难；攻克问题与矛盾，可以凭“撸起袖子加

油干”之功化解，但破局晋升中“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现状，基层干部就往往显得力
不从心。因此，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既要
引导基层干部具备为党为民的情怀， 同时也
必须以制度保障熨平他们的晋升之愁。 这次
省委、省政府出台专门文件，传递出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锻造出一支坚守初心、积极进取、
担当作为干部队伍的鲜明指向， 让制度安排
为那些实干者、有实绩者开辟“绿色通道”。

毋庸讳言， 除了基层处于上下级组织体
系“底座”的客观因素外，其他一些人为操控
因素，也加重基层干部晋升之愁。极少数地方
在基层领导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着不公平、
不透明问题；有的基层注重编制、资历、年龄、
“票数”等门槛，挤压和收缩基层干部晋升和
成长空间，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也
污染了基层风正气清的政治生态。

当然，提拔晋升毕竟是“好中选好，优中
选优”的竞赛与比拼，确保“不错提一庸人，
也不错过一能者”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同样，
作为基层干部，要转变“排排坐、吃果果”的
“熬” “等” “耗”心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
昂扬向上的斗志，凭实干业绩、创新思维，成
为组织认可、群众认同的“佼佼者”。

韦其江

围绕 “哪吒” 这一神话人物改编的电视
剧、动画片、电影不胜枚举。从小时候耳熟能详
的《哪吒闹海》到后来的《封神榜传奇》，再到不
久前的《打，打个大西瓜》等，哪吒的荧幕形象不
断变化、引人入胜。而7月26日上映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更创下纪录：上映仅1小时29分，影片总
票房就破亿，上映30小时票房达3亿元，刷新了
国产动画电影“最快破亿”纪录。

《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什么得到了票房的
认可？一是颠覆性的改编圈了不少粉。哪吒的

玩世不恭源自于世人的偏见， 人们总觉得他
是“魔丸”就一定是坏的，然而哪吒用行动证
明了自己。即使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
哪吒依旧没有去做任何伤害陈塘关百姓的事
情， 反而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整个陈塘关的
百姓。这是一个贴近当代青年性格特质的“高
燃哪吒”。不同于世俗的 “魔 ”，哪吒以其自身
奋斗改写命运的精神，俘获了年轻观众的心。

剧中描述的父母对子女如山一般的爱意
也让人看得眼眶湿润。神话中的“剔骨削肉 ”
不见了，曾经的“父权压迫代表”李靖，化身为
不善言辞、但理解儿子的中国慈父，和那个虽

工作忙碌却尽力陪伴孩子成长的殷夫人一起
守护哪吒———这段让人熟悉的亲子情引发了
不少父母与子女的共鸣。在影院，全家老小周
末“组团”观影的情景十分常见。

优良制作， 也值得称道。《哪吒之魔童降
世》从剧本到制作，从美工到特效 ，导演都亲
力亲为。为了做好申公豹变身不到5秒钟的镜
头，甚至“死磕”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片中的细
节制作还一反传统， 采用了先配音后制作的
方式。 所有配音演员的表情被采集到相应电
影人物上， 虽然这样的改动成倍地增加了制
作成本，但获得了更为逼真的效果。国产动画
电影有意识地摆脱原先的唯美画风堆砌 ，用
独特的风格特色和自己的精神内核讲话 ，当
然赢得了更广泛的受众。

杨朝清

近日， 在贵州大学举办的第八届海峡
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
论坛上，有研究报告指出，大学生是抑郁症
的高发群体之一，更有学者研究发现，大学
一年级、三年级是抑郁症的高发节点。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里，风华正茂、没有
家庭和生活压力的大学生很难与抑郁症牵扯
到一块。然而，不论是在学术圈中还是在高校
里，抑郁症日益引发关注和重视，不少学校为
此设置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大学生患抑郁症，投射着社会变迁的集
成影像。一方面，出生于独生家庭、成长于网
络的90后和00后大学生，固然拥有父辈们无
法比拟的生活条件与成长环境，却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伴随着价
值观念的转变，高校和学生对抑郁症患者逐
渐正视，不再隐匿病情、主动寻求帮助、积极
接受治疗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笔者曾经接触
过多位大学生抑郁症患者。 一些学生进入
大学之后，会在一年级这一阶段存在着“转
型的阵痛”。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

是统一录取线上的“佼佼者”，以往高中阶
段的成绩优越感不复存在； 有的学生不适
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依旧沿袭高中
阶段的节奏安排大学时光； 有的学生则功
利心十足、竞争心炽盛，过早对保研、出国
留学孜孜以求，为学业成绩患得患失，进入
大学校门就患上了抑郁症。 大三年级作为
大学生涯的分水岭，也是抑郁症的高发期。
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多发的主要原因是“路
在何方”“我该如何存在”的焦虑。

在非专业人士眼里， 大学生抑郁症的
表现形式与其思想品德、个性、人格问题容
易混为一谈。 抑郁症是精神疾病， 但绝非
“不治之症”， 抑郁症患者也绝非 “洪水猛
兽”。 就笔者接触到的抑郁症康复者而言，
他们都能战胜疾病，并从这一经历中学习、
成长，走向理性、成熟，甚至感受到康复后
自身发生的积极变化。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愿意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经历， 希望去帮
助更多的人。

抑郁症的成因错综复杂， 每一个患者
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伤害； 少一些污
名化，多一些“温柔相待”，才是社会与公众
的应有姿态。

给实干且有实绩者开辟“绿色通道”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系列谈⑧

抑郁症绝非“洪水猛兽”

项目建设鼓点急 营商环境加把油

小“哪吒”有何大“神通”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