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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换鸟”的沧桑巨变
尹 萍 宋 俍 江 柳 周 磊

一台台大型挖掘机挥舞长

臂，轮番开挖基石土方；一辆辆

渣土车来回穿梭，满载渣土运往

低洼处填方。8 月 11 日，我们

走进岳阳市岳阳楼区融创环球

中心，一股生产建设热潮扑面而

来，曾经的荒山郊区，如今高楼

林立，有望成为岳阳楼区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该区提出“产业规

划、征地拆迁、土地出让、招商引

资、项目服务”“一条龙”工作思

路，全面铺开、全速推进棚户（旧

城）区改造，以规划换空间，以产

业促发展。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疫情汛情阶段冲击和大规模

减税降费等严峻形势，该区经济

社会保持“稳中快进、持续向好”

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全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319亿元，同比增

长1.9%，总量稳居全市第一；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98.1亿元,同比

增长18.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221.5亿元，总量高居全

市第一，全市占比达32%。

桥西片区，过去由于城市发展重心东移、
产业“退二进三”、基础配套落后，发展几乎陷
入停滞。岳阳楼区通过棚户（旧城）区改造，将
辖区原工业企业的废弃厂区、破旧生活区整体
拆迁，引进融创环球中心、洞庭南路历史文化
街区、岳州古城、金茂洞庭生态创新城等项目，
产业总投资将超过 500亿元，真正让老城区焕
发新活力。今后的桥西片区，将成为全市规划
设计优、建设品质高、发展速度快的一座现代
产业新城。

岳阳楼区作为中心城区，过去产业结构单
一，基本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
要集中在餐饮零售、房地产、建筑安装等中低
端业态。产业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现
有产业结构难以支撑城市经济发展需要。

面对发展之难、转型之困，区委区政府意识
到，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必须以棚改换土地，给产
业换空间，“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15 年以来，该区牢固树立规划先行理
念，按照“因地制宜、高点定位、产城融合、彰显
特色”的规划思路，秉持与全市总体规划相融

合，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总体原则，邀请浙江
大学编制《岳阳楼区引领大城市发展战略规
划》《产业发展规划》，严格用规划引领城市有
序开发、功能合理布局，坚定不移以规划换空
间，以产业促发展。

蓝图变现，画卷铺展。一个以塑造“岳阳
之心·城市之根”为导向，以“现代服务业、创新
孵化、开放包容、文化时尚、花园生态、高品质
智慧生活”六大引领区建设为重点的现代化发
展蓝图跃然纸上。

山水无限好，漫将丹青绘。在岳阳建设国
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湖南大城市的历史大潮
中，该区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被市委、市政府
定位为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区、要素聚集的城市
主核。

“现在，我区加速形成了城市金融中心、商
贸中心、物流中心、文旅休闲中心、康养教育中
心、居住中心‘六大中心’，加快构建多点支撑、
多元发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谈及未来发展规
划，区委书记陈阁辉成竹在胸，“产业正在全面
转型，城市经济强劲发展！”

近日，九华山片区二期洞庭渔都等
11 个棚改项目实现清零交地，2017 年、
2018年启动的棚改项目征拆就此全面完
成。这将腾出黄金宝地，促进中心城区

“外部配套成环、内部纵横成网”大交通
格局形成，建设现代产业新城。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
来。土地资源缺乏曾是岳阳楼区发展的
扼颈之困，为此，该区坚持“全市一盘棋”
的思想，始终把棚改工作放在全市发展
的大格局中谋划推进。18名区级领导分
别联点挂帅，1400 多名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动迁征拆腾地。一次次入户调查摸
底，一次次释疑解惑，一次次上门做工
作，严寒酷暑中，他们用脚步反复丈量着
棚户（旧城）区的每一寸土地。

面对棚改复杂矛盾，该区严格统一
指挥，密集跟踪督战，常态执行一月一调
度、一季一讲评、周末督导项目等工作机
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主动上门了解驻
区企业发展难题，集中梳理，协调解决，

为项目快速推进扫清一切障碍。面对特
殊个案和群体，该区灵活采用“一事一
议”“一户一策”等形式，积极稳妥推动民
生问题解决，确保棚改政策红利惠及每
名居民群众。

5 年来，在科学规划指引下，岳阳楼
区实施征拆项目 84 个，动迁居民 2.8 万
户，腾地 1.3 万亩，现已出让净用地 3121
亩，还有可供出让土地近5800亩，加上后
续七里山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腾地近
5000 亩，可满足该区今后 5到 10年的发
展需要。

在棚改的助力推动下，过去大批“蜗
居”在企业公产房内的困难职工、无房
户，彻底实现了安居梦；大片脏乱差的城
中村、老厂区、旧城区，通过整体拆除重
建，全面实现了旧貌换新颜。一系列重
大安全隐患、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市区改
制企业遗留问题等，都通过棚改得到了
解决，真正办成了一批一直想办的难事，
干成了许多群众期盼的好事。

在岳阳楼区友阿国际广场项目
建设地，商场内部装修已基本完
成。“友阿国际广场项目总投资 70
亿元，年底实现 260 米双子楼主体
封顶，建成后是全省除长沙外单体
面积最大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负责
人许国华介绍，友阿国际广场是集
购物、社交、娱乐、服务于一体的大
型综合体，可提供就业岗位 1.2 万
个。

项目是第一推动力，没有大项
目就没有大发展。作为岳阳市主城
区，东茅岭—五里牌—花板桥片区
过去都是“小、散、杂”的传统产业，
基本没有税收和竞争力。步步高、
友阿国际广场两个大项目的引进，
为该片区创造了超 10 亿元建安税，
以后每年还将贡献1.5亿元营业税。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近
年来，该区按照“规划引导、项目择
优、拆迁并重，以建为主”的工作思
路，超前做好棚改片区大城市功能
培育、产业植入大文章，全面开展产
业精准招商、宗地推介出让、设施全
面配套。

“要争创一流，赢得‘金口碑’，
切实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生命线’来抓。”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岳阳楼区委副书记、区
长黄建文依然紧抓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整合职能提升服务效率，全程
网办创新服务模式，降低准入准出
门槛畅通服务渠道，通过这一系列
举措，该区帮助企业和个体户解决
了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
题，为优化营商环境再“加码”。

在8月6日召开的市委全会上，
市委书记王一鸥提出：“以经济发展
比实力，以产业项目论英雄。”如今，
岳阳楼区已成为了远近客商纷至沓
来的投资热土。金茂洞庭生态创新
城、融创环球中心等5个100亿元以
上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正酣，大项目

“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
发展态势加速形成；现代商贸、金融
保险等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现代物
流、文旅休闲、城市会展等新兴产业
不断壮大，实现了城市从“面子”到

“里子”的沧桑巨变，开创了岳阳楼
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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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产业转型纪实

岳阳市岳阳楼

区东风湖畔的金茂

洞庭生态创新城建

设正酣。李磊 摄

毛建国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
痛心！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尽管我国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
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提倡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
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对于任
何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安全都是基础
工程。虽然我们已经告别“食不果腹”

之虞，但并不表示粮食安全可以抛诸
脑后。日前，联合国发布《2020年世界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
影响，多数弱势群体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因疫情带
来的粮食危机，将导致全球数以亿计
人饿死，甚至比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
更多。

据前些年的有关数据统计，2017
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食物浪
费量在 1700 万吨至 1800 万吨，相当
于倒掉 3000 万人至 5000 万人一年的
口粮。而 2018 年，全国餐饮业食物浪
费 量 为 93 克 每 人 每 餐 ，浪 费 率 为

11.7%。这些数字令我们羞惭之余，更
须惊醒，节约粮食，遏制餐饮浪费正
当时。

遏制浪费现象，需要打组合拳，采
取有效措施，尤需加强立法，强化监
管。特别要在饭店、食堂等重点餐饮领
域，规范餐饮行为，惩罚浪费行为。比
如，针对婚丧嫁娶大排筵宴，单位大规
模聚餐的现象，可以通过限制桌数、限
制价格来实现。

消费趋势的变化，反映的是消
费理念变化。培养节约习惯，在全
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
围，形成健康的消费文化是必不可
少 的 。一 方 面 ，要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

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
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深入人心。另
一方面，要对浪费粮食的人进行严
厉批评、道德谴责，让“光盘”行动
成时尚，视浪费粮食为可耻，让舌
尖节俭成心尖美德。餐饮市场则要
加大呼吁力度，并且少制造障碍，
多创造条件。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
贤的态度，代表着中华民族朴素而广
泛的社会认知。鉴于劳作之不易，收成
之不测，更要节字当先、俭字当行。强
调节约粮食，不仅是为了夯实粮食安
全的基础，还是为了涵养社会主流价
值观。

陈广江

“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
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
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
穿”……如今，“不提名字”已经成为不少
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据媒体调
查，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
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能在事后
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
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

别怪记者采访不细致，“不提名字”恰
恰是尊重受访者诉求。在监督性报道中，
基层干部往往主动“匿名”，因为“提意见
就像迎风吐口水，糊自己一脸”，谁反映问
题，谁去解决问题，谁就成了问题，所有吐
过的槽都可能变成“锅”砸在自己身上；而
在正面宣传中，基层干部往往是被“顶
替”、被“匿名”，因为不能“功高震主”。

基层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匿名”，从
表象看是基层干部趋利避害心理作祟，
或是担心因提出问题、讲出真话而被“穿
小鞋”、被追责，但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
的两个困局：一是问责泛化、简单化，有
失精准，显得比较随意、随性；二是干部
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干好干坏取决于
主要领导的评价。

“英雄起于阡陌，壮士拔于行伍”。平
心而论，许多基层干部都有为民造福的
赤子之心，也渴望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
成就一番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可为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部考核压力和外
部舆论压力之下，一些基层干部渐成沉
默寡言、“缺名少姓”之人？“匿名化”倾向
正在加剧，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却在
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中千方百计把“功
劳”算到领导头上，这样容易让干部寒
心。这种存在于基层干部中的真实心理
状态，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基层治理之难，不仅难在“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更难在如何有效调动广
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如果长期
有话难说、有怨无声、有苦难诉，干出成绩

“移花接木”、出了问题自己背锅，基层干
部容易期待落空，或是“无力吐槽”，甚至

“佛系万岁”，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遭受重创，导致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实际
上就是给基层治理埋下隐患。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走出基层干部
“匿名化”背后的治理困局，除了持之以
恒、下大力气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等，终究还要靠制度发力，通过采取针对
性措施，让问责机制、考核机制、容错机
制、用人机制等真正发挥作用。

段官敬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了在限定时
间内完成退耕还林任务，铲毁了
2 万多亩即将成熟的麦子、油菜，
造成数百万斤麦子、油菜籽损毁。
消息一经媒体披露，立马引来舆
论质疑。

退耕还林是保护水土环境、涵
养绿色生态的重要举措，也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但为了
完成退耕还林指标，不等群众收
割就急于铲毁，无疑给群众带来
经济上的损害。如此操之过急、草
率从事的“退耕”，既违背了执法
应有的温度与人情味，也显得过
于机械呆板。

退耕还林不是“一时之事”，
从铲除庄稼、到种植树木、涵养水
土等，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谋
划、部署、决策。对群众即将收割
的农作物“一铲了之”，不仅造成
了资源浪费，更让党员干部形象
蒙尘。

面对舆论的质疑，当地有关部
门称属于“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
举：呼伦贝尔市成为内蒙古退耕还
林还草试点，市里给了陈巴尔虎旗
5万多亩的任务指标。但即便如此，
这种做法只看到“上级要求”，忽视
客观实际，与“唯指标”“唯任务”的

扭曲政绩观分不开，体现出职能部
门的简单粗暴、拍脑袋决策，以及

“一刀切”的工作方式。
完成工作指标任务，必须拿出

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制定切实可
行、分类实施的细则，坚持因地制
宜、因势而异，确保政策不打折扣、
不掺水分、不搞变通执行，尤其要突
出政策的惠民性和红利性，但绝不
是让落实政策成为损害群众利益的

“导火索”。
据媒体调查，该旗的退耕还林

工作实施上存在着“前松”“后紧”的
现象：前期落实上级政策缓慢，没有
及时出台明确补偿方案，徒下禁令
而没管住春耕，错过春季退耕还林
关键时机；后期又草草退耕、匆匆造
林，铲毁 2 万多亩将熟的麦子和油
菜。

干工作要善始善终、提前谋划、
主动出击，把握主动权和有利契机。
显然，没有提前部署，后期匆忙下
手，“眉毛胡须一把抓”，自然抓不准
重点和关键；“想到一出是一出”，更
丢掉了工作的连贯性、连续性和稳
步过渡。

退耕还林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必须以脚踏实地的韧劲、实事求
是的原则、善作善成的品格、谋划
部署的周密，把好事办好、把大事
办实。

陈守湖

由于技术进步，如今对工作的布置和
督查越来越便捷。技术可以让人时时在线、
让事处处可见。但技术在助推工作的同时，
亦很容易滑向技术赋能的形式主义。它比
传统的形式主义隐蔽性更强，也更容易让
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近日，有媒体报道，
一人照管60个“小号”、3部手机随时连着充
电宝、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这不
是淘宝大V在卖货，而是社区工作者在应
付各种形式化考核。

从中央到地方，整治形式主义已颇
见成效，但披着技术外衣的形式主义却
不断涌现，表现为登录管理、痕迹留存、
数据抓取、在线互动等等。表面看，基层
接到的五花八门的工作布置少了，忙于
填表当“表哥”“表姐”的任务少了，工作
人员在岗加班时间似乎也少了。殊不知，
技术的加持使得流于形式的工作无孔不
入、无处不在，不断植入的平台，不断叠
加的环节，牢牢地控制了基层工作人员
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疲于应付、苦不堪

言，却又无可奈何。
现代社会，技术介入了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
来了极大便利，大大提升了社会各领域
运转的效率。正是由于对技术的普遍认
同，将技术手段引入工作流程，往往被视
为某种创新而受到鼓励或默许，但却忽
视了技术异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所
以，打着“创新”旗号的形式主义堂而皇
之地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成了考核
工作成效的最重要依据。甚至，抵制这种
技术赋能的形式主义，还有可能被扣上
因循守旧、反对创新的帽子。

形式主义在一些地方变种频出，根
子依然在于政绩观偏差导致的考核变味
走样。强调过程、忽视结果，以致重“痕”
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的现象屡禁
不止。不管依托什么样的手段，形式主义
的典型特征都是不求实效。技术是用来
提高工作效率的，不是用来搞花拳绣腿
的。反对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千万不
能忽视理由“正当”、手段隐蔽、危害极大
的技术赋能的形式主义。

进入 8 月，应届毕业生们开始迈
入职场，但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
很容易落入职场“隐形陷阱”。从试用
期“白用”，到培训课“被套路”，甚至有
一些公司利用毕业生急切找工作的心
理，为其“量身打造”骗局。

目前，毕业生劳动权益保障依
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毕业生法
律意识欠缺，很少用法律手段保护
自己；另一方面，处罚力度不强、违

法成本太低、诉讼成本较高等，也
造成毕业生很难通过法律渠道解
决劳动争议纠纷。

高校应增加劳动法规和劳动者权
益保护方面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系统
地掌握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知
识。此外，人才劳务市场以及网络招聘
平台等也应在招聘时增设相关法律知
识的宣传，强化应聘者的维权观念。

图/文 朱慧卿

走出基层干部“匿名化”困局
——为基层减负、为实干赋能漫谈⑤

警惕技术赋能的形式主义

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突击式退耕还林
要不得 毕业生劳动权益保障需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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