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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11月10日，为期6天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
幕。主宾国数量从首届的12个增至15个，国家
展中新亮相国家超过 1/3； 累计意向成交
711.3亿美元， 比首届进博会增长23%……规
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强、层次更高，八方
宾客共赴“东方之约”，同享“中国机遇”。鲜活
的数据表明，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已然
是全球经济的“大合唱”。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 作为经济全球化
的坚定维护者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 中国
举办高规格的进口博览会，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
场、扩大进口，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 引领国际经济治理与经贸合作的主动作
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选择同舟共济而不
是以邻为壑，选择合作共赢而不是筑起高墙，继
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
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等具体政策举措，再次让世界见证，
中国正以更加务实的行动和举措， 助力经济全
球化的时代浪潮奔腾不息、永远向前，再次向世
界表明， 中国高度重视通过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彰显了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担当。

选择进博会就是选择中国机遇。 进博会
正散发出越来越大的魅力： 无论是规模、层
次，抑或质量、创新指数，第二届进博会都以
其高水平、高成效，显示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

独特魅力。揆诸当下，进博会的吸引力和国际影
响力持续提升，正逐步成为各行业新产品、新技
术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台。 恐怕没有一家
立志全球化的企业能够抛开近14亿人口的中国
市场、舍得放下960多万平方公里之上的璀璨星
空。可以想见，越办越好的进博会，作为新时代
国际合作重要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进一
步增强，将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作出新贡献。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今日中国，
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展望未来，一
个经济发展前景更加光明的中国， 将张开双臂
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 增长机
遇，实现共同发展，给世界发展带来更多红利。

毛建国

1分36秒，100亿元！这个速度再次刷新
某电商平台“双十一”成交总额突破100亿
元的时间纪录。而这个数据，在2016年用了
6分58秒，在2017年用了3分01秒，在2018年
用了2分05秒。也是这家平台，只用了1小时
03分59秒，就突破千亿元大关，比去年缩短
了43分钟，比前年缩短了7个多小时。事实
上，不仅仅是这一家，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
看，各大平台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从本质上讲，“双十一” 是对市场消费
潜力的一次检验。在经济转型期间，消费能
力作为经济推动力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正视，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也已经成为共识。“双十一” 不断刷新纪
录，与电商平台的努力分不开，但最重要的
还是根植于中国庞大市场的土壤。

在商言商，对于电商平台来说，成交额
当然是重要的，但从促进消费、推动发展的
角度讲， 还有比成交额更重要的。 不必讳
言，伴随着“买买买”的是“低低低”。“双十
一”能够凭空闯出一条路来，与其低价策略
是分不开的。价格当然重要，但价格并不是

美好消费体验的唯一构成。从往年经验来
看，紧随着“买买买”的，往往是“悔悔悔”，
在冲动购物的背后 ， 是买回来了大量无
用、不怎么满意的商品。

在更大空间里，“双十一”还应该尝试更
多的可能，带来更多的突破。今年的“双十
一”，已悄然出现一些新变化。比如,今年“双
十一”正式开启前几个小时，朋友圈一条“千
万不要去搜索‘双十一最贵的东西’”的帖子
刷屏，点进去发现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官方公
益店里一件一元钱的捐赠； 为了更好地把
“农货”卖成“网货”，多个贫困县的县长们登
录网络直播、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直播卖
农产品；越来越多的实体店转战网络，加入
到“双十一”大战；同样，在俄罗斯、菲律宾等
国家，“双十一”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消费者
也在尽情享受着这个节日……这些新变化，
代表着新趋势。

走过了11年的光景，“凭空” 创造一个
“消费日”，且成为世界级的消费现象，“双十
一”确实了不起。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双
十一”不应满足于交易额再创新高。融合范、
公益范、 国际范……除了这些，“双十一”还
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形成更多的看点。

梁修明

党报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是
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载体。

当下， 有的党员干部在党报的认识上
出现偏差， 机械割裂党报主流媒体和新兴
媒体的辩证关系， 认为身处移动互联网时
代，手机在手，信息应有尽有，谁还需要读
党报？ 有的党员干部甚至由此热衷网络世
界的 “花边新闻”“八卦新闻”“小道消息”，
沉溺于感官刺激阅读。

对党员干部来说，读不读党报，绝非小
事小节，也绝非单纯的个人喜好，阅读党报
既是一种工作方法， 也是一种政治涵养。诚
然， 身处全媒体时代， 获取信息的渠道、方
式、内容更加多元多样多维、及时方便快捷。
但面临纷繁驳杂、 泥沙俱下的社会舆论场，
不少人也常常有着信息真假难辨、舆情反转
不断、权威信息稀缺、有效信息匮乏的困惑。

党报所具有的政治性、 政策性、 权威
性、公信力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党报推出的
作品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不仅具有涵

养理论、生发思想、转变观念、推动发展的
积极作用， 更在关键时刻起到了 “中流砥
柱”“定海神针”的作用，发挥出舆论“风向
标”、思想“坐标系”、价值“主心骨”的重要
作用。

一张党报，上连党心，下接民心。党员
干部读懂用好党报必须成为一种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延安时期毛泽东
同志曾经说过：“一天不读报是缺点， 三天
不读报是错误。”相信今天不少领导干部对
此依然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
月19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人民日报
很重要，我天天看人民日报，全党全国人民
都从人民日报里寻找精神力量和 ‘定盘
星’。” 前不久再次要求党员干部养成读人
民日报的时政报道和重要评论、 看央视新
闻联播、读《求是》杂志的习惯。

当前，改革发展步入攻坚期、深水区，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
面，党员干部更要自觉关心关注、读懂用好
党报， 用党的创新理论和发展经验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网络减负”
任重道远

基层减负年里，各地出台一系列举措
破解基层面临的形式主义 、 官僚主义问
题， 微信群泛滥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成为重要靶向。

据悉，有的乡镇干部手机上装了七八个
工作APP和20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中部
某县一名大学生村官甚至“被加”了120多个
微信工作群。线上的这些形式主义做法貌似
热闹认真，实则简单粗暴、作风漂浮，并没有
起到运用科技手段， 真正实现方便工作、提
高效率的初衷。如同线下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一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危
害具有顽固性，治理这一顽疾任重道远。

图/朱慧卿 文/李旖旎

魏文彪

有行业机构梳理 “中国十大证书挂靠费
用排行榜”，注册消防工程师榜上有名。然而，
曾被称为“最赚钱证书”的注册消防工程师证
件，其“挂证”价格已跌至几年前的十分之一。

据介绍，过去，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件“挂
证”价格所以高企，除了这个证书难考、通过
率低之外，也与以往的政策规定有关。根据以
前规定， 一至三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

构， 注册消防工程师分别要求10人以上、6人
以上、1人以上，一、二级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则分别需要12人以上和8人以上。今年国家取
消了消防服务机构资质许可， 对机构注册消
防工程师的数量也降至“不少于2人”的标准。
随着消防服务从业门槛降低， 消防服务机构
明显增多，市场竞争加剧，消防安全检测价格
降低， 消防服务机构给予注册消防工程师证
件的“挂证”价格也不断走低。

取消消防服务机构资质许可， 减少对注

册消防工程师的数量要求，其实质上是该领域
放管服改革举措的深化。过去，由于从事消防
服务行业门槛较高， 许多企业达不到标准，便
通过花钱“挂证”的方式，获取相关从业资格 ，
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注册消防工程师
“挂证” 虚假执业， 也很容易埋下消防安全隐
患。

推进放管服改革后，很多企业也就不用再
通过花钱“挂证”的方式，来获得从业资质 、满
足从业条件，这样不仅有利于减轻从业企业的
负担，而且也挤压了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件 “挂
证”的生存空间，有利于降低、消弭消防安全隐
患，给企业带来了相应的红利。

与世界分享中国机遇的大舞台

放管服改革让“挂证”价格暴跌

新闻漫画

“双十一”不应满足于
交易额再创新高

党员干部必须读懂用好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