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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艺

日前， 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
针对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法规 《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将于2020年1月1
日起实施。10月24日 ， 省政府印发
《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定 》
（以下简称《规定》）。这是湖南为实
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注入的又一
“强心剂”， 也是湖南更好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一步“先手棋”。从中央到
地方，优化营商环境一再加码，着实
让人喜闻乐见。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
才能吸引更多外资”。从某种意义来
讲，市场经济“拼”的就是环境：哪里

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走、资金就
往哪流、项目就在哪建。优化营商环
境， 归根结底是为了给个人和企业
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说到底就是为
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优势”。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 《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
境全球排名从去年的46位升至第31
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
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
大经济体。即将全面实施的《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意味着从国家法律层
面压实各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推动
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此次湖南推出的《规定》，对优化
政务服务环境、投资贸易环境、生产

经营环境、监管执法环境等方面作出
了明确规定。不论是推进“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进一步推行政务服务标
准化，还是要求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格兑
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承诺，再或是
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公正文明执法，严
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都在
聚焦群众和经济主体 “最烦”“最痛”
“最怕”“最盼”之事。

近年来， 湖南着力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
力。继2017年出台《对接“北上广”优
化大环境行动导则》 等系列重要文
件后，2018年又开展“我为营商环境
建言献策”活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意见和建议，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
实行简政减权、减负减税；在今年开
展的 “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 活动
中，着力织密约束权力的笼子，整治
“提篮子”、严禁“提篮子”，瞄准最高
标准、 最高水平， 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此次出台的《规定》，再一次向全
社会传递出湖南对优化营商环境一
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以及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优化营商环境， 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要打好行政审批“放得下”“管
得严”“服务优”组合拳，为权力做减
法、活力做乘法，为企业“松绑”、为
群众“解绊”、为市场“腾位”，如此，
方能形成良性发展链。

向秋

“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明确主攻方
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
业创新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所谓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底层多
种技术的集合体，通过这些技术的整合
创造了一种按时间序列、按区块记录数
据的模式。 这种模式具有去中心化、点
对点传输、透明、可追踪、不可篡改、数
据安全及信用的自我建立等功能。

区块链技术被誉为是第四次工业
革命代表性成果之一，是“最有潜力触
发第五轮颠覆性革命浪潮的核心技
术”。区块链从衍生开始，就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迅速延伸到数字金融、物
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
产交易等多个领域。 区块链技术由于
巨大的应用潜能，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
会的重视， 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
局区块链技术发展。

当前， 我国的区块链相关人才严

重紧缺。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与
区块链相关的岗位招聘需求自2017年
下半年开始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2月，
区块链相关岗位占到互联网行业总岗
位量的0.41%，但专业区块链技术人才的
供需比仅为0.15，供给严重不足。

各行各业对区块链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大， 培养区块链技术人才显得刻
不容缓。一是高校要加大区块链技术人
才培养力度。把区块链技术人才培养纳
入到高校教育的范畴，加大力度推进区
块链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发展。二是有关
企业要着重培养区块链人才。我国从事
区块链领域技术创新应用的企业数量
在高速增长， 要通过企业的科研创新，
培养一批实用型区块链技术人才。三是
鼓励技术人员自学。区块链技术处于瞬
息变化之中，相关技术人员唯有不断加
强学习，改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区块
链技术发展的需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
力。区块链代表着互联网的未来，区块
链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要尽早布局、
大力实施区块链技术人才培养， 抢占
区块链发展的制高点， 使区块链技术
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吴学安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自从去年我
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来，“丰收
游”就成了刺激乡村旅游消费、促进乡
村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当丰收季遇上秋游，“丰收游 ”成
为旅行出游的新热点。与城市相比，乡村
最大的优势在于芬芳的“泥土味”。在这
里，游客可以感受丰收喜悦，尽享田园之
乐， 尽情享受繁忙城市所不具备的悠闲
安逸，感受淳朴的乡风民情。这些都是乡
村最美的景致， 也是乡村赖以发展的根
本所在。“丰收游”以节为媒，展现当代中
国乡村的发展之美， 无疑推动实现城乡
之间的大融合、大联欢。

与传统的旅游景点有所不同，“丰
收游” 不仅是为了让游客感受宜人的
风景，更重要的是通过特色产业文化，
撬动乡村旅游业发展， 进而实现乡村
振兴的美好愿景。 从观赏乡村美景到
田园采摘，从农事体验到亲子互动，与
“丰收” 相关的旅游项目丰富多彩。游

客在体验农耕文化乐趣， 感受美丽乡
村面貌的同时， 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
发展，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湖南其实拥
有着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第二十
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简
称“农博会”）正在长沙举行。一年一度
的农博会，堪称丰收的盛会，是湖南农
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保靖黄金茶、炎陵
黄桃、沅江芦笋、新晃黄牛、宁乡花猪、
汉寿甲鱼等区域公共品牌的影响力正
在不断提升。 若将旅游因子融入这些
农产品品牌发展和当地乡村经济的发
展道路中，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在中央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环境下，类似于“丰收游”之类的乡
村旅游正当其时，也必将大有前途。对
于乡村而言， 需要珍惜和把握 “丰收
游 ”的大好机会 ，打造吃 、住 、行 、游 、
购、娱的乡村旅游体系。并且，以更加
优质的服务来为特色产业附加更多价
值， 以品质赢得市场、 以真诚取信游
客，让游客游有所乐、游有所值。

杨玉龙

化妆品 、大闸蟹 、代餐粉甚至
珠宝首饰、家电、汽车……近年来，
明星直播“带货”的热闹程度比起
当年霸屏的电视购物毫不逊色 。
“粉丝经济 ”的崛起 ，撬动了大量
愿为偶像、 明星掏腰包的粉丝们
的购买力。 尽管很多爆款有了明
星光环 ，但消费者 “种草 ”仍需擦
亮双眼。

一年一度的 “双十一 ”电商购
物节即将开启， 电商直播的卖货
神话正吸引各路明星 “下场 ”试
水。 越来越多的影视明星从高大
上的秀场涌入电商直播间 ， 吆喝
起各路商品。并且，明星直播带货
正在成为一条日趋完整的产业
链。据媒体报道，电商平台会为有
意愿加入带货直播的明星提供顾
问团指导， 继而帮助其接入商业
化，并且在后续的日常运营、营销
活动以及变现环节 ， 也能得到相
关的扶持。

从明星到主播，这种转变现象
是市场需求使然。一方面各路商家
需要借助明星的影响力夸大品牌
影响力，赢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
对于明星来讲， 不仅可以借机吸

粉，也可以借此走向一条创收的通
道。同样，对于看客及消费者来讲，
可享有“明星同款”，也可以和明星
直接互动沟通，何乐而不为？

然而，明星直播“带货”要实现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关键还
得念正生意经。最起码要保障产品
的质量。不难理解，产品不如明星
宣传的好，消费者也就难免会将怨
气撒到明星身上。比如 ，据媒体报
道，今年9月底，某王姓演员的微博
评论区因其直播 “带货 ”的 “金蟹
阁”大闸蟹无法提货，变成了网友
的集中“投诉点”，如此势必会对明
星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互联网平台也应担负起
责任。 诚如社交新零售专家分析，
大批量明星入驻直播间背后暗藏
隐忧，明星接的各种商家推广泛滥
成灾时，平台和明星的信誉都将被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 ，平台
对商家经营及明星“带货 ”绝不能
放任不管，相应的规制性措施须加
以完备。

总之，商家及明星依法诚信行
事， 监管部门针对新零售形式，不
断创新监管手段 ， 以净化消费市
场，让消费者实现放心消费 ，明星
直播“带货”才能实现多赢。

近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又一
次引起全社会关注 。10月20日 ，大
连市内一名10岁女孩小琪 （化名）
遭遇意外，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
岁， 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
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10月26日 ，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某中学一名
15岁学生因不满老师的批评教育，
用砖头狠砸老师脑袋，令其至今在
ICU里昏迷不醒。

暴力犯罪走向低龄化， 未成年

人戾气熏天的现象必须引起全社会
警惕和重视。一方面，应当建立多层
次的惩戒机制体系， 融入未成年人
成长的过程，融入家庭、校园教育和
社会管理各个环节， 为未成年人成
长创造受约束的矫形环境。 另一方
面， 有关部门确有必要考虑修改相
关法律法规， 通过刑法严厉打击这
类刑事犯罪， 保护其他未成年人不
受伤害，也防止他们再次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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