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08 观 点

!"#$%&'!()*+,-./01234
56789:;<=>

史海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强调 ，要
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
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
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了改革理念。

众所周知 ，推进改革 ，难 ；作为改
革的推进者，亦难 。破解这 “二难 ”，最
好的办法或许就是给予激励和鼓舞 ，
特别是来自实实在在改革成效的激励
和鼓舞。群众尝到了改革甜头，获得了
改革的红利，就会坚定支持改革，客观
上帮助改革者更有底气回应方方面面
的质疑、直面各种挑战 。这就是说 ，真

正的改革一定会有成效， 改革成效反
过来又激励改革深入推进。 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要“每年办成几件实实在
在的事情”，其用意当是希望以不间断
的改革成果坚定信心、凝聚人心。

诚然，有些改革举措牵涉面广、难
度很大，不可能短期见效。但若是长期
不见效，既没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
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感， 那就需
要回到改革的原点， 深入反思顶层设
计是否符合实际、 组织实施是否策略
得当、执行团队是否以公害私等等，并
及时加以修正完善。

论及改革成效， 我们要破除两种
错误认识和行为：

一种是好大喜功， 片面追求轰动
效应， 不顾自身实际力推大的改革举
措，而对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地方可
为的小改革、微改革不感兴趣。结果常
常是，改革一时声势很大、长期效果很
小，看上去很美、内里华而不实 ，干部
群众对此颇有怨言。

另一种认识在当前颇有市场 ，即
认为过去的改革是 “帕累托改进”，大
多数人都能从中受益， 现在的改革是
“卡尔多改进”， 很可能只有部分人受
益。实际上，当前实现共赢的改革举措
并不少， 务必防止有些人借这种论调
为改革失误推卸责任。比如，某地针对
公路里程和车辆不断增加、 道路管护

工人缺口增大的趋势 ，实行 “路长制 ”
改革，变公路管理部门 “一家之事 ”为
沿线单位 “众人之责 ”，有效破解了公
路管理中管养不分、管理滞后等难题，
取得了职能部门和人民群众都满意的
良好成效。基层的智慧无穷无尽，只要
用心挖掘、善于创新，何愁推不出更多
“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举措？

实践证明，要想改革成功，至关重
要的一点， 就是对改革的激励力量应
始终大于对改革的反对力量。 不断壮
大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的力量，既要有
效调动干部群众的改革积极性， 让改
革为人民带来甜头， 也要让为人民带
来甜头的改革者有干头有奔头。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加
强社会治理创新,提高平安湖南
建设水平”“深入推进法治建设,
提高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这是
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遵循。公安
部门要坚守利民惠民初心，全力
防控政治安全风险、社会治安风
险、公安执法风险、队伍管理风
险，努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保驾护航”。

突出侦破打击主业。侦查破
案是公安机关的主业，要用主力
攻坚主业。须有“案子不破，心里
难过；案犯在逃，心急火燎”的忠
诚和担当，把主力投放到打击犯
罪的主战场，用最优势兵力攻克
最难啃的“硬骨头”。用“专业”对
付 “职业”。 要坚定不移走专业
化、信息化道路，创新打击方式，
转变侦查模式，努力破解刑事犯
罪职业化、动态化带来的现实挑
战， 提高打击的精准性和时效
性。用警情主导警务。始终将打
击矛头对准抢劫、强奸、爆炸等
严重刑事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 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突出基础防范主责。着眼于
基础信息化。全力抓好信息采集
录入、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研判

应用，形成“人在干、数在转、云在
算”的警务模式，真正把基础信息
化建设成果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着力于警务实战化。推进情报信
息实战化、指挥处置实战化、勤务
运行实战化和警务保障实战化，
提高应急处突主动性、巡逻防控
针对性、侦查破案精准性、警务部
署科学性。着重于防控社会化。坚
持防范为本，构建专群结合、网上
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
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实现防控效能最大化。

突出法治公安主线。坚定法
治信仰。引导广大民警牢固树立
法治思维，自觉做到崇尚法治、信
仰法治、坚守法治、捍卫法治，把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体现
到每一项执法活动中。坚守执法
底线。始终坚守公平正义底线，做
到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重依
据公正办案，努力通过每一起案
件的办理、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使
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
问题导向。全力整治执法顽疾，坚
决遏制执法不公、不严、不廉和不
作为、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等问
题发生。全面深化执法监督体系
建设，推行阳光警务，以阳光促公
正、以透明保廉洁。

突出队伍建设主题。坚持防
在源头。 坚持政治建警不动摇，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
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把“忠诚”铭
刻在每个民警的灵魂中、融入到
每个民警的血脉里。坚持“公”在
心头。坚持重品德、重实绩、重才
干、重公认的选人用人导向，“吃
苦的吃香、实干的实惠、有为的
有位”，以公正促公道，以正气促
正派，进一步增强民警的职业认
同感、 归属感和自豪感 。 坚持
“严”字当头。以铁腕铁规整肃公
安队伍，做到“铁规管人，铁面无
私，铁石心肠”，对顶风违纪违规
的，不搞下不为例、纪外开恩、情
有可原，竭力打造廉洁警队。

坚守利民初心
突出主业主责
永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刘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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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日前在南
京召开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董事
霍尔格·科尔博士对中国正在兴起
的 “机器换人 ” 热潮发出提醒 。他
说 ，制造业升级绝不等同于 “机器
换人 ”；人拥有最高智能 ，任何时候
都不该被忽略 。

的确 ，在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
制造业人力成本高企 、“用工荒 ”逢
年初必至 、企业处于转型艰难期等
情境下 ，不少传统制造企业视 “机
器换人 ” “无人工厂 ”为至宝 ，一些
省市也对此给予了政策 、 资金 、技
术等方面大力支持 ，希望能以此促
推传统制造业的更新换代进程 。

但事实上 ， “机器换人 ” “无人
工厂 ”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制造
还相差甚远 。 自从德国提出工业
4.0概念 ， 全球掀起新一轮工业革
命以来 ，世界各主要制造业国家纷
纷提出了本国版的工业 4.0方案 。
这些方案 ，无不把工业自动化设定
为智能制造的基础步骤 ，而真正的
智能制造必须是能满足个性化定

制需求 、为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的制造 。

由此可见 ，我国当前大力推行
的自动化生产 ， 是为实现工业 4.0
铺垫基石 。但在这一过程中 ，不少
人错误地把发展智能制造与提高
人的操作技术对立起来 。其实在人
与机器的关系中 ，不是机器决定人
的去留 ，而是人的技术素质决定智
能制造的水平高低 。

生产过程中是否工人越少就
意味着成本越低 、效益越高呢 ？答
案是 “并不尽然 ”。在工业 4.0的语
境中 ，被机器替换下来的工人 ，只
是简单 、体力劳动者 ，对那些在智
能制造中能上下串联 、 独当一面
的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需求将大幅
增加 。

因此 ，企业在发展智能化生产
时 ， 千万不能错误的将以机器为
中心替代以人为中心 。 在通往智
能制造的升级路上 ， 只有大力培
育符合智能制造需要的高水平新
型技术工人 ， 不断提升人机合作
的程度 ， 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才
会越来越高 。

让改革有甜头 让改革者有奔头
新声

智能制造绝非等同于
“机器换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为亿万农
民“兜底”的健康保障，降低了广大群众
的就医负担，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渐成过往。然而，这份“救命钱”近年来
却屡陷套取骗局：一张身份证能开几十
万元报销假材料，住一次院“被出院两
次”， 伪造病历加量检查……数以百万

计的新农合基金落入欺诈黑手。
为此，国家卫计委决定开展新农

合基金监管专项督查，将联合公安等
部门重拳治理骗保行为。只有让监管
规范化、常态化，方能强力遏制新农
合基金“跑冒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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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遏制新农合基金“跑冒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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