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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苏通科技产业园区召开年度
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年苏通园
区在招商引资、产业聚集、产城融合、投
资环境等方面表现不俗，全年工业总产
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增幅分别达
21.6%、37.6%、4.4%；注册外资与到账外
资分别同比增长114%、84%。目前，园区
累计28个10亿元以上项目、138个亿元
以上项目。（1月13日《南通日报》）

“紧盯20亿、50亿、100亿项目用功
发力”，市委全委会把“突出重大项目建
设、全力以赴稳增长”作为今年的一号任
务，一开年就有 156 个项目参加全省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抓大项目就是稳增
长、抓机遇、谋未来。这几年我市招商引
资有了重大突破，但“有高原，少高峰”的
缺陷明显，在全国排上号的大企业偏少，
过百亿的只有5家，上千亿的还在打造，
仍存在后劲不足、支撑乏力的瓶颈。重
特大项目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是综

合实力的重要标志。百亿级至千亿级的
“航母”，就好似产业“龙头”，只有“龙抬
头”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才能激活一方
发展潜能，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只有

“龙抬头”才能在新一轮经济地理重塑中
抢得先机，才能有“格局性变化、突破性
发展”。重特大项目是南通制造从中低
端走向中高端的顶梁柱。转型上升级靠
什么？靠大项目，靠重特大项目。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紧紧扭住招商引资的“牛
鼻子”不放，南通制造尝到了转型升级的
甜头。三年来开工 10 亿元以上重大产
业项目近400个，省级重大项目连续5年
保持领先，这才有了创造25项全国第一
的行业领跑者中天科技，这才有了造岛
神器“天鲲号”；这才有了国内最大的 2
万标箱超级货轮、海上巨无霜“希望号系
列”。南通制造正在爬坡，但从总体上
看，称得上“大国重器”的不多，进入行业
10 强的偏少，进入全国 500 强的更少。

这次参与全省集中开工的项目，制造业
占了84%，为爬坡又注入新的活力。项
目兴业、项目兴市，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是奔向万亿俱乐部的底气所在。

招优商引优资就是招“第一动力”。
重特大项目不仅体量大而且质量高，离
开高科技、离开创新创投，就成不了大块
头。重特大项目的引进，引进的不仅是
资金，更是科创科投。以这次落户如东、
总投资200亿的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为
例，他们采用的是目前全球行业中能耗
最低、技术最先进、运行最安全、排放治
理最好的PTA生产技术，是真正意义上
的绿色、低碳、环保、智能产业。项目建
成后，将充分发挥洋口港通江达海连内
河的综合优势，形成新材料产业基地，辐
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一个重特大项
目，带来的是一个或一群高科技产业，带
来的是科技创新能力。

招优商引优资就是招“第一资源”。

人才是重特大项目的“硬核”，一个重特大
项目，就有一支高科技人才队伍。招到一
个特大项目就是招到一个科研机构、一批
中高端人才。阿里巴巴云计算中心、中兴
网云计算中心、香港脉络大数据产业基
地、美国尼尔森大数据分析等落户南通，
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大数据人才？山高人
为峰，科技人才的高度，决定产业、企业的
高度。抓住人才就抓住了发展的主动权，
拥有人才就拥有发展的高质量。

大项目不是敲锣打鼓、喊喊口号就
能到手的，发展之路的奇迹，来自发奋
图强的足迹。招大商是真功夫、硬功
夫、实功夫，来不得半点虚假。大招商、
招大商就是一切盯着大项目干、一切围
着大项目转。大招商必须出大力、流大
汗，谁怕吃苦，谁怕下苦功，谁就招不到
大项目。

从头抓紧，只争朝夕，一门心思往前
奔，“强富美高”就会在奋斗中实现。

抓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加速
□李昌森

“虽然通过拆迁获得社保，有退
休金，但我不想坐吃山空，感谢星富
社区搭建的就业平台，帮我们这些
残疾人找事做，更感谢政府的好政
策！”1月10日，自幼残疾的62岁居
民周友香一边在社区残疾人之家温
暖的空调房里做着手工活，一边高
兴地说。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过程中，星富社区党总支以实
践志愿服务常态化，切实打通文明
实践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100 米，
一个都不落下，切实帮助残疾人家
庭解决实际困难。在小海街道指导
下，创办星富社区残疾人之家，帮助
残疾人实现就业。（1月13日《江海
晚报》）

残疾人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群
体，帮扶残疾人就业关系着残疾人
的命运，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社会
建设和社会进步。就此来说，我市
星富社区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目标，精准施
策帮扶残疾人就业，体现拳拳关
爱。要认识到，残疾人有一份适合
自己的工作，不仅能解决生存问题，
还可以在社会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享受生活。

进一步看，劳动权是人类的基
本权利之一。残疾人与健全人一
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就业和选择
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权利。因此，
促进残疾人就业，有关部门的扶持不

可少。有关部门应当尊重和优先保障
残疾人工作的愿望和权利，努力创造
让残疾人享受国民待遇的环境。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
此，对残疾人进行帮扶的最好方式，
就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了职业
就有了较稳定的收入，这样才有利
于帮助残疾人彻底改善贫穷的生活
状况，实现自救。这种救助远比送
钱送物式的帮助更能体现对弱势群
体的关爱。

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拉着残疾人一起“奔跑”，不能
让贫困残疾人掉队，要大力开展残疾
人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推进残疾人辅
助性就业，多渠道多层次促进城乡残

疾人就业创业。只有提高残疾人的生
活水平，缩小其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
距，增加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才能让
贫困残疾人共享发展成果，进而提升
贫困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
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残疾人事业承载着广大残疾人的
向往和期盼，凝聚着残疾人及其亲属
的厚望与重托。有关部门要矢志不渝
推进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让广大残
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使其生活更
加殷实、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是政
府应有的责任担当。总之，不断满足
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永
远在路上。

在港闸区唐闸古镇上，至今还有一家平民浴室运营着——新园浴
室，颇受男性浴客的欢迎。浴室就是平地一层，里面陈设很简单，没有
豪华装饰，修脚师傅是男性，完全过去浴室的模样。到这里洗浴的大多
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在这里花不到几个钱，既洗掉身上的污垢，又可
海阔天空地聊天，愉悦身心。

在不少唐闸古镇人的记忆里，这里曾有两个平民浴室，一个是百年
浴室——三新池浴室，一个是近20年历史的玉泉浴室，随着城镇化步
伐的加快，玉泉浴室早已荡然无存，三新池浴室作为历史遗存旧址还
在，但早已关门歇业。

随着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已成为庞大的群体，他们需要
平民化的服务，不需要那些建在楼上的高大上豪华浴室，而平民浴室正
好契合和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平地进出，十分方便。

人们曾把新园浴室这样的平民浴室称为普浴，就是普通的浴室。可
惜的是现如今，这样的平民浴室几乎难觅踪迹了，老年人要是到浴室洗
澡搓背，也是无奈被逼上楼了。要是修脚也是无奈被高消费了。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各级政府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完成46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财政支出中民生
投入占比达79%。”这是我市一组为民办实事数据。要抓实一桩桩民生
实事的推进落实，不断刷亮民生底色，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民生涉及面很广，平民浴室也是民生的一个方面。因此，各级
政府要把建好平民浴室列入民生计划，这不仅是一件实实在在为老年
人服务的好事实事，从长远看，平民浴室也是一个不错的朝阳产业。

2020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有关“过年”的话题再次被热议。每
个家庭、每个年龄段的市民，对于“年味”都有各自的理解。你眼中的

“年味”是什么模样的？你对过年有着怎样的憧憬？记者采访中发现，
虽然不同的人对于“年味”有不一样的理解，对过年的期盼也不尽相同，
但是“回家”却是大家共同的心愿。（1月14日《江海晚报》）

与春节相伴的关键词是回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如今，对
于一些人来说，过年不一定在出生的故乡，而在工作的大城市。面对过
年一票难求的现实，而今有越来越多人春节时，从“回家过年”转而选择

“反向过年”。回家过年与“反向过年”虽然两字只差，但其背后蕴含的
现实意义却大有区别。“回家过年”是从工作的城市返回老家团圆，“反
向过年”则是将老家的父母接到城市与自己团圆。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过年回家，不论身在何方，距离家有多么遥
远，路途耗费多大周折，都要在过年时往家赶，与家人团聚。由于现在
是一个“流动社会”，人们流动的趋势是，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
地区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如此，每到过年时期，在经济发达地
区打工的人，便集中返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乡过年，导致一些经济发
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热门线路，回家过年人流激增，一票难求、
回家难便应运而生。

可见，只要人们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不
改变，人们集中“回家过年”带来的一票难求、回家难等问题，就难以在
短期内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在此现实背景下，“反向过年”凸显的现实
意义，不仅仅是节省过年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化解集中“回家
过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幅降低民众过年的“团圆成本”。

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人选择“反向过年”？分析“回家过年”的原
因，与传统观念密切相关。所以，让更多人选择“反向过年”，着力点实
则在改变人们“回家过年”的传统观念。做到此点，显然不是用简单的
宣传手段就能达到的，而应在为“反向过年”创造便利条件上精准发力，
全社会都来支持“反向过年”。比如，社会公益力量参与，资助“反向过
年”家庭；又如，企业单位为“反向过年”家庭团聚提供食宿便利。更深
层面而言，让进城务工人员享受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
公共服务，使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再年年千里迁徙，回家团圆。

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在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对张志超强奸、
王广超包庇一案再审宣判，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
罪。改判错案彰显的法治进步值得肯定，但也留下
诸多反思。2005年1月10日，山东临沂一名高一女
生失踪，一个月后尸体在校内一处废弃厕所被发
现。警方调查认定，该校高一学生张志超具有作案
嫌疑。2006年3月6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定不满16岁的张志超强奸罪成立，判处其无期徒
刑。张志超案14年后获改判，一个重要依据是对检
察机关提出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相关内容
的认定。近年来，“疑罪从无”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得
到有效践行，并见诸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改判体
现了法治进步，体现了司法机关主动纠错的勇气和
对“疑罪从无”的坚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
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这是公众对司法公正
最直接、最朴素的期待。法治进步与司法公正，不能
只在纠错中得以彰显，更要体现在预防和减少出错
的努力之中。在陈年旧案得以昭雪之时，我们更应
反思：如何才能让“张志超们”少一些、再少一些？

——新华每日电讯《张志超昭雪的法治启示》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这些天，各地区
脱贫的消息多了起来。有的省宣布贫困县全部摘
帽，有的省公布了贫困户的数据仅剩十位数。人们
一方面为脱贫攻坚成就而倍受鼓舞，另一方面也“犹
疑”脱贫衡量标准，是不是一定要具体到个位数。这
其实提出了一个脱贫标准问题。衡量东部相对发达
地区的脱贫成效，就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收入数据或
者仅仅是做一个“两不愁三保障”的“算法”，折算成
经济数据来对比。对这些地方的脱贫成效，要看到

“最低的那一个”，看到发生在角落里的变化，着眼于
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如果我们仅仅是
盯住数据，把考核工作简单化为“数据”达标，忽视了
扶贫工作的地区性差异，难免不是刻舟求剑。

——经济日报《脱贫考核不能仅盯数字》

如今，无论是看病挂号、餐厅吃饭，还是乘飞机、
坐火车远行，一部手机就能把一切搞定。可是，如此
便捷的美好生活，对于某些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却
只能望“机”兴叹：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出个门简直
就是“蜀道难”，到处是沟沟坎坎，行路难，行路难，举
步维艰。也许有人说，老人也要学啊，活到老，学到
老。而现实就是：知易行难。老年人不像年轻人，他
们想学新知识，却力不从心。新技术发展拉开了两
代人的差距，老年人群遭遇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不
能只靠下一代的孝顺和体贴，或者是某个城市爱心
车队来解决问题。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技术工具
造成的快慢差别，同样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弥补，社会
要努力为老人开发适合他们的简便的生活类软件。
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关爱老人，也就是关爱
未来的自己。

——钱江晚报《奔跑的智能时代，要有种方式等
等他们》

近日，深圳市纪委监委暗访组调查发现，当地一
家国有企业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年终述职会，但会场
摇身一变成了奢华晚宴现场。1月12日，深圳广电
都市频道《第一现场》栏目曝光了这起国企年会公
款吃喝乱象。在这个年会上，参与者大吃名贵海鲜
餐、大喝茅台酒。既然发现这家国企公款吃喝等问
题，接下来必然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责令参
加奢侈消费的人员一起承担此次费用，并对该企业
作风问题进行整改。而这起案例既然已由纪检委
通过媒体正式曝光，那么就可以作为反面典型，在
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详细展示，以充分发挥警
示教育作用。警示国企监管要进一步细化。警示
监督部门要细化监督措施。警示有关方面要鼓励
内部人监督。

——北京青年报《国企述职会为何变成了奢华
晚宴》

这样的平民浴室多些好
□尤红 朱进清

支持“反向过年”
降低“团圆成本”

□孙维国

多措并举补短板 惠残助残奔小康
□鹰 远

近日，首个省级健康地图——“健康上海全景电子地图”正式发布。地图目前共纳入15大类、
50余小类、2万余条相关机构和设施的数据信息，涵盖医疗护理、公共卫生、体育健身、市容绿化等
多个与市民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帮助市民快捷获取相关信息，让健康服务“触手可及”。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