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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暑热无君子”，炎
炎盛夏 ，有的人袒胸露膀图凉
快 。近日 ，山东济南针对以 “膀
爷 ”为代表的不文明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 。较早前 ，天津 、河北
邯郸 、辽宁沈阳等地也都曾出
台办法规范 “膀爷 ”的不文明
行为。

穿衣打扮看起来是个人的
事儿，但在公共场合，一个人的
穿戴就不再是私事了， 它也许
会成为别人的尴尬， 也许会成
为别人眼中这个城市形象的缩
影和代表。 因此， 约束一下自
己，我们离文明就更近一点。

文/图 朱慧卿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观点 07

余婧

日前在大连举行的“2019年世
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上，中
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目前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给了中国企业最
好的教育与警醒。中国企业家心目
中的英雄，已经从过去的“地产商”
“首富”变成了任正非，企业变得更
加重视技术、变得更有毅力 、更加
注重制定长远的规划。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曾出
现过一股“脱实向虚”的倾向，社会
上以企业赚钱多、规模大 、估值高
为目标导向， 资源不断涌入地产、
金融以及互联网等行业，企业家坐
等资产升值增加财富。

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企业家

对上述现象的观察和反思同样令
人清醒。华为任正非是践行创新驱
动的领军者，他成为企业家的标杆
说明，以创新驱动为内涵的高质量
发展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国内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速
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原来 “清华北
大，不如胆子大”的商业逻辑不再
奏效。特别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
景下，企业家对“卡脖子”核心技术
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这种
危机感进而强力动员了中国企业
转型升级的意志，为企业践行创新
驱动提供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然而创新绝非坦途，它预示着
自我否定之后的蜕变，意味着再辟
蹊径的拓荒开垦。 对企业来讲，其

成长壮大由过去粗放式的投资、规
模化增长，转向了创新导向 、效率
导向、质量导向。不仅如此，企业一
方面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
方面也要加强内部的治理，通过治
理革命提升效率。

从追求数量规模向崇尚创新驱
动转变的，还有执掌“指挥棒”的政
府。当前，政府正在不断完善市场环
境，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适应和促
进高质量增长。具体到湖南，改革开
放40多年来，我省在创新驱动方面的
成就令人瞩目，但平心而论，我们的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既面临顶尖人
才缺乏、 关键核心技术不足的困境，
也存在研发经费投入欠缺、全社会科
学素养亟待提高的问题。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

面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贡献
率，我省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前沿
技术与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和突破。
此外，还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地位，促进产教融合 ，把湖南
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还要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
神，破除那种只防出错、不求出新，
只求保险、不担风险，只循陈规、不
探新路的思维定式。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
日争新”。 政府负责市场环境的进
化， 企业负责自身组织的进化，两
者共同努力，就会大大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

郑建钢

7月2日，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微
信公众号推出 《稻香》，“走进流行歌曲
中的科学世界” 已经面世第五期；7月3
日，武汉协和医院第三届微信科普大赛
在外科大楼与患者见面，演讲、歌舞、小
品等节目丰富多彩，“林黛玉”“火箭少
女”“德云社”“国际团队” 悉数登场，既
权威又欢乐的科普盛会场面火爆。

实现创新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
既需要有建树的科学家，更应该让越来
越多的人具备科学素养。科学知识的通
俗化传播不够，科学家、科普工作者与
公众沟通不在同一频道上，是摆在提升
公众科学素养道路上的“中梗阻”。

无论是中南大学徐海教授利用文
艺作品的热度和黏性，将科学知识巧妙
地融入其中，还是武汉协和医院让原本
相当复杂的医药学知识，通过通俗易懂
的形式表演出来，共同点都是充分考虑
公众接受习惯的科普，让科学理念的传
递，从你讲我听的刻板灌输 ，变成欢乐
学习， 因而产生了很好的科普推广效

果，科学精神因此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记得在朋友圈里，曾经见到过一条

与盐有关的消息。急诊的高钾血症越来
越多，追问病史，许多人都是用的低钠
盐，因为低钠盐比普通盐贵 ，大家认为
贵的就是好的。实际上，就买最便宜的
雪花盐，不能买低钠盐，低钠盐就是高
钾盐，对身体不利。有肾病专家在回答
媒体提问时， 回答中大多是专业术语，
令人感觉晦涩难懂。相比而言，2000年4
月，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安贞医院
教授洪昭光所做的《生活方式与健康老
龄化和心血管病》的专题报告 ，薄薄的
四十几页的科普小册子，最大的特点就
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生动，无论
男女老少、无论文化高低 ，都非常乐于
接受。甫一问世，立刻风靡全国，受到热
烈追捧。

边看 “热闹 ”，边学门道 ，科普和通
俗都不耽误。 向社会大众普及知识，做
到通俗易懂、易记，尽量少用复杂拗口
的专业用语，这是最基本的 ；更进一步
地，还需创新以追赶人们对科普工作的
期待。

王丽美

7月3日，有关新城控股董事长
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被采取强制
措施的报道被 “锤实 ”：上海普陀
警方发布 “官宣 ”，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因涉嫌猥亵儿童罪已被普陀
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上市公司董事长、公众人物、9
岁女童、猥亵、伤情……一系列关
键词聚焦在一起， 激荡起巨大的
冲击波。人民日报三问此案，新华
社、央视、光明日报等央媒火速发
声，各大媒体迅速跟进，表达了对
案件的深度关切及惩治涉案者的
决然态度。

而资本市场也迅速做出了反
应。7月3日港股收市前， 新城控股
旗下两只港股闪崩逾20%，市值蒸
发约150亿港元。 尽管新城集团连
夜更换了掌门人，但7月4日A股市
场新城控股开盘仍即刻跌停。

民意汹涌。 一名亿万富翁、一
个满带光环的公众人物， 却干出
如此伤天害理、 令人发指的无耻
之事。谁给了他明目张胆、罔顾法

律与道德的底气？ 联想到王振华
在2016年曾因个人问题被纪委调
查过，不少网友诘问：他只是第一
次吗？的确让人生疑。

而此案的细节也激起公众义
愤。49岁的女性长辈， 声称要带两
个小女孩去迪士尼玩，满满的“温
情”让人难以防备。但她却将天真
烂漫的小女孩送进王振华的房
间，事后轻松获得1万元的酬劳。如
此“驾轻就熟”，让人不得不怀疑：
输送幼女是否存在病态利益链 ？
如若确实存在， 那么这条病态利
益链延伸有多长、存在的时间、涉
及哪些环节都要严密追查。

目前，涉案人已被刑拘，案情
尚在调查取证阶段， 但有一点可
以确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
国家容不得任何法外“特权人物”。
无论是富甲一方还是闻名遐迩 ，
任何名头都不是猥亵儿童、 侵犯
未成年人权益的遮羞布。 查明此
案、依法严惩、以儆效尤，这是大众
对公平正义的期许和呼声。 只有
斩断伸向未成年的黑手， 让犯罪
分子付出足够昂贵的代价， 才能
震慑其他潜在的不法之徒。

边看“热闹”，边学门道

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罗岳平 潘海婷

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是河流水质恶
化的一大根源。改善河流水质 ，盯紧排
污口是治本之策。为此，2019年年初，生
态环境部要求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63
个城市开展为期2年左右的入河排污口
“查、测、溯、治”等工作，从而摸清底数，
并逐步治理到位 ，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
流。目前，我省这项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千头万绪，“查”是首要。实际上，入
河排污口的设立是有账可查的 。《湖南
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入 河 排 污 口 的 设 置 审 批 和 监 督 管
理———也就是说，此前每个入河排污口
的设置单位都按规定程序申请了行政
许可，获得了审批，并按要求整理了单
个入河排污口的档案。因此 ，大部分入
河排污口的历史资料总体完备，只是需
要探讨建立不同管理部门间的信息共
享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同时，由于我国对入河排污口的规
范管理起步较晚，必然存在一些权责不

明的沟渠、管道等，对此要仔细排查，分
类整理，依轻重缓急建立每个入河排污
口的身份证信息。 这项工作相对复杂，
应按照先易后难、先明后暗等原则循序
渐进。多排查几轮，不留漏网之鱼；还可
发动沿河居民举报、深挖偷排等违法行
为，消除环境隐患。

入河排污口的详细清单出来后，接
下来就要准确划分综合整治和水质监测
的主体和监督责任，这也是监督入河排污
口的痛点之一。 入河排污口有多种情形，
有的责任主体唯一，有的共用，有的是面
源收集，还有的是混合型。无论何种性质，
不能把入河排污口变成“公地”，由政府兜
底治理或监测，履行主体责任所需要的资
金必须由排污单位分摊。

当前，摸排治理入河排污口的工作正
积极开展，其根本目的在于压实企事业单
位的主体责任， 使污水在沿途汇集后，确
保排入河口的水质符合标准。在工作方法
上，笔者建议，既要以入河排污口为起点，
倒查主要排污者， 也要注意加强基础研
究， 给每个入河排污口分配适当的排污
权，以防层层加码，引发过度治理。

监督入河排污口要抓住“痛点”

“偶像”之变，见证发展路径之变

新闻漫画

“膀爷”，穿好你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