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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一年之计在于春。3 月 16 日，乌海市 20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3 月 28 日，通辽市 51 个
项目集中开工；4 月 2 日，呼和浩特市 26 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4 月 12 日，乌兰察布市 12 个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澎湃的春潮中，我区
的重大项目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重大项目是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一个
新的增长点，一批重大项目就能构成新的增长
极，抓好重大项目就等于抓住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牛鼻子”。以交通为例，“十三五”期间，
我区新增高铁里程 404 公里，新建改建高等级
公路 4744公里，新建通用机场 15个，这样的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也为
我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插上了翅膀。

抓项目就是稳增长、抓机遇、谋未来，越
是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特殊时期，越要凝心聚力抓项目。这既是
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必要之举，也是把握未
来主动权的长远之策。我们要从为内蒙古未
来发展打基础、强后劲的高度，既要做好淘汰
整治的“减法”，也要多做高质量项目建设的

“加法”，不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思想决定行动，思想认识的深度决定工

作所能达到的效果。项目建设等不得、慢不
得、歇不得，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
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作为
加快项目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特别是要
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一线，帮助解决项
目建设、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找准症结
所在，攻难点、疏堵点、接断点，尽快把问题解
决到位，确保项目按计划扎实推进，争取做到
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高效服务提质是促进项目建设提速的根
本所在。我们要持续用力抓好营商环境建设，
始终秉持“企业无事我不扰，企业有难我必到”
的服务理念，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营商环境的
各种顽瘴痼疾，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特别是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要多设“路标”、少
设“路障”，多问一些“怎么行”、少说几句“不能
办”，争做“金牌服务员”、当好“金牌店小二”，形

成关心企业、服务企业、爱护企业的良好氛围，
让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赚得称心。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下棋如此，项
目建设也是如此。再富的矿也有挖完的时
候，如果项目建设守着眼前“坐吃山空”，不仅
会耗尽发展动力，更会失去发展后劲。抓好
项目建设，需要有“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劲
头。各级各地要立足我区“十四五”乃至更长
远的发展目标，结合当地的优势和实际需求，
因地制宜地谋划一批动力强、利长远、增后劲
的重大项目，加强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
形成“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目
建设良性循环格局。

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重点项目建设尽早开工，才能
为后续的项目建设留出更多时间来应对前行
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劲头，同时间赛跑、以实
干开路、靠攻坚闯关，以项目建设的“加速
度”带动内蒙古以更有活力的姿态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奋楫争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抓项目就是稳增长、抓机遇、谋未来，越是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特殊时期，越要凝心聚力抓项目
□唐剑锋

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好：“不看广告看疗效”。
说得天花乱坠，落实不到行动中，就只是纸上谈
兵。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疗
效”怎么样，要让基层自己说，基层说好，那才是
真的好。

减负贵在实打实，贵在“说到做到”。比方
说，这边说减负工作卓有成效，基层却感到会议
没少、文件没少、工作群没少、报表材料没少、检
查评比没少⋯⋯这样的减负，本身就是形式主
义。

笔者认为，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
到解决，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好的效果，
也是减负最大的“疗效”。负担减没减，基层最有
发言权，群众最有发言权。多听听基层怎么说、
群众怎么说，不管形式主义有多少层“马甲”，都
能很快被识破；反之，如果只是从汇报中、材料
中、从走马观花的调研中了解情况，那不仅原本
的形式主义“马甲”无法识破，反而会让新的形式
主义“马甲”越来越多。

减负，不仅要为基层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
为群众跑腿办事，还要让群众确实感到办事方
便，也就是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人
管了，有关部门往心里去了。总之一句话，要把
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
担的效果体现在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拿着群
众的事儿当事儿，拿着群众的话当话”上。作风
转变到这个程度，形式主义的“马甲”也就没有
再穿的必要了。

当前，我们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就是要解决好信仰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
好信仰问题、思想问题，不巩固初心使命，这作风
问题就还会反反复复，不担当、不作为，政绩观错
位等问题，一旦气候适宜，就还会穿上“马甲”。
最好的“疗效”，不在“治表”，而是“治本”，是“去
病根儿”，是“不再复发”。很多时候，信仰问题、
思想问题、初心问题主导着作风问题，让作风转
变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更是党史学习教育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实，是不是真减负，基层和群众一眼就可
以看出来。“马甲”在群众面前没有用，只能糊弄官
僚主义。如果减负的“疗效”不让基层说、不让群
众说，那其实就是在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在这样的地方，形式主义的“马甲”不但有用，甚至
还会成为给某些干部脸上贴金的“政绩”，让更多
人“有样学样”，让形式主义之风大涨。

减负的“疗效”好不好，得俯下身子听一听基
层的干部和群众是怎么说的，这才是原汁原味、
不掺水分、不打折扣的评价，比起那些经过修饰
的材料和汇报管用多了。换个角度想，只有当基
层和群众的评价占到足够的分量，减负的“疗效”
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减负关键看“疗效”

□戴先任

数字时代，人们逐渐习惯了花钱购买艺术作
品版权。但在数字音乐领域出现一个奇特现象：
同一个用户重复花钱购买同一个作品，重复频率
从数十次到数十万次不等，也就是说，如果花 2
块钱可以购买并听一首歌的话，有的消费者在一
首歌上花了几十万元。新华社记者发现，其背后
一方面是“粉丝”非理性消费，另一方面音乐 App
也在煽风点火，诱导重复消费。

听歌要付费，这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但消
费者已经付费了，音乐 App 却仍保留付费界面，
还通过根据重复购买的数量多少列出冠、亚、季
军榜单来诱导消费者给自己的“爱豆”“刷量”

“打榜”。一些歌曲的付费菜单里，在数量一栏
下给出了“520”“1314”等默认选项，甚至还推出
类似“闯关活动”，粉丝在购买了一定数量后就
可获得某些福利，引导“粉丝”大批量地购买同
一张专辑⋯⋯这些音乐类 App 的吃相太过难看，
这是对粉丝进行不良诱导。

一些年轻人热衷于追星，也舍得为自己喜欢
的艺人花钱，比如点赞、刷礼物，甚至为明星“买
流量”“刷量”、刷票房等等。这种现象本来就不
值得提倡，而一些平台却推波助澜，甚至成了这
种不理性消费的幕后推手，罔顾了基本的商业伦
理及社会责任。

诱导“粉丝”重复对同一作品消费，并非正
常的消费行为，因为这种消费方式不存在物权
的兑换，消费者没有获得兑价物。诱导粉丝重
复消费实则就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变相盘剥”

“巧取盘剥”。对此，需要监管部门能够介入，责
令这些音乐 App 停止诱导粉丝重复消费的欺诈
行为，要让他们吐出口中的不当收益，并要予以
相应惩治。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没错，但前提是要合法
合规，要遵循商业伦理，要讲信誉，不能为用户设
下各种消费陷阱，不能欺骗用户，不能利用“粉丝
经济”对用户权益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当前，不
少粉丝都是青少年群体，容易受到外界蛊惑，在
心怀鬼胎者的煽风点火下，为盲目追星而交“智
商税”。

不让青少年成了“粉丝经济”的牺牲品，除了
要规范“粉丝经济”，严惩唯利是图、浑水摸鱼的
无良商家，还需要家长、学校等各方为孩子们营
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他们正确的三观和积极
健康的兴趣爱好，防范他们盲目追星，这样才有
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能避免给无良商家、无良
平台以可乘之机。

□吴学安

行走路上，“祸从天降”。高空抛物给群
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令人深恶痛绝。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高空抛物罪”单独入刑之后，群
众的法治意识明显提升，但从近日在重庆、
山东、河北多地处理该类事件中发现，治理
高空抛物依然面临取证难、科技手段应用
难、民事案件处置难等多重难点。

高 空 抛 物 ，被 称 为“ 悬 在 城 市 上 空 的
痛”。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到
2018 年，全国法院 3 年间审结的高空抛物坠
物民事案件有 1200 多件，其中有近三成因为
高空抛物坠物导致了人身损害；受理的刑事

案件为 31 件，31 件中有五成造成了被害人的
死亡。

人们常说，高空抛物坠物，“鸡蛋不再是
鸡蛋，而是炸弹；易拉罐不是易拉罐，而是煤
气罐”，这道出了高空抛物极其严重的社会
危害性。近两年来，因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
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引发全国性舆论
大反思。每一起因高空抛物引发的惨痛事
故，其场景都深深割裂着无数网友的心，也
让人们越加担忧“头顶上的安全”。

不用重典，无以治乱象，法治的威严也
无从体现。实际上，高空抛物一直以来就是
一个民刑交叉的复杂问题，只是处理起来多
重民轻刑。此前，最高法《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将“依法惩处
构成犯罪的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与“依法妥

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并列作为
治理高空抛物行为的两大重点，民刑兼重有
利于综合施策、体系性化解高空抛物预防与
惩治的难题。

文明习惯不仅仅是宣传、教育出来的，
更是管理出来的。针对高空抛物坠物社会
危害性大、且屡禁不止的问题，除了提高住
户安全意识，用好刑法武器、严惩高空抛物
者、充分形成震慑力已显得非常急切和必
要。拒绝高空抛物人人有责。要在加大打
击力度的同时，号召市民规范自己的行为，
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共同维护安全、整洁的
生活环境。高空抛物不再只追究民事侵权
责任，而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追究刑事责任，无疑是一记法治“重拳”，期
待能够震慑那些随意高空抛物的罪恶之手。

呵护“头顶上的安全”需德法并治

□丁晨

近日，民政部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
山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确认为全国婚俗改
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期 3 年。全国 15 个婚
俗改革试验区内，我区就占了两席，这既是
荣誉也是鞭策，说明我区在推进婚姻领域移
风易俗、倡导社会文明新风方面仍然任重道
远。

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婚
俗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近年来，有关婚丧
嫁娶方面的地方陋习越来越多见诸报端，不
仅严重影响着广大网友对一个地方的观感
和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个地方的社
会文明建设。

有句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古老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区文
化，而婚丧嫁娶又是最能够反映当地历史文
化和精神风貌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不仅历史
悠久，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 21 世纪
的今天，我们都还被影响着、左右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地区的婚俗
习惯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群体性的心理状
态和行为习惯，加之入乡随俗和从众心理，婚
俗习惯往往具有强大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这
也是当下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顽固婚俗
陋习久治不愈、久攻不下的重要原因。

除去社会心理影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每一次的婚丧嫁娶对于当事人
来讲都是一次很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彰显主
人家能力和人脉的机会，以至于片面追求场
面的奢华和热闹。在这样一种错觉的指挥
下，各种婚俗的丑态和闹剧才不断上演、难

以根治。
当下，很多年轻人对于落后、愚昧、粗鄙

浪费的婚丧嫁娶始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消
耗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以至于不少年轻人
一提到红白宴席就心里打怵。正如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样，新时代
需要的能够反映时代特色、适应现代社会家
庭组织、家庭结构深刻变化的婚俗礼仪，这
对于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无论青山区和集宁区还是我
区其他地方，都要用好这次全国婚俗改革实
验区的难得机遇，将那些婚俗陋习扫进历史
的垃圾堆，加强以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兄友
弟恭、长幼有序为基础的家风建设，强化孝
敬父母、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精神风貌、不断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婚俗改革助力社会文明提升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 4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恰逢第六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更赋予了这部法律施行以特殊的意义。 新华社发 徐骏 作法律屏障

诱导粉丝重复消费
这种吃相太难看

当下许多流行于市场的“儿童化妆品”，根
本不具备任何资质。与其说这些产品是“化妆
品”，不如说是一种“另类玩具”。儿童将这些

“玩具”抹在脸上，无法得到任何安全保障。遑
论一些化妆品里会添加激素类成分，长期使用
将带来性早熟等危害。即便是质检合格的彩妆
产品，对皮肤尚在生长期的儿童来说，也仍然容
易引起过敏、皮炎等不良反应。

——据央视新闻
锐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丽并

没有错，但是确保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更加
优先的社会利益。纠正“儿童化妆品”市场乱
象，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动机。

“一个 App 控制全球 18 万个网络摄像头，
万名会员付费偷窥隐私‘直播’。”近日，媒体的
一则报道让人触目惊心，再次敲响隐私泄露的
警钟。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普通人，谁会关
注到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当你走进
第一家汽车销售商店被人脸识别探头记录后，
再想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商店的比价获得更大
优惠的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当你衣衫单薄轻
松地在私宅内自由活动时，隐秘的镜头可能正
肆无忌惮地“直播”实况⋯⋯

——据人民网
锐评：身处数字化社会中，监视“无时不

在”，隐私“无处安放”，我们该如何摆脱“赤裸
裸的未来”？

备受社会关注的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有了
处理结果：4月 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
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以其 2019 年销售额 4%计 182.28 亿元罚
款。此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是对平台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
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
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
而是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
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据《人民日报》
锐评：规范是为了更好发展，“扯袖子”也

是一种爱护。相信随着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
平台经济必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更好地为高
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近日，顺丰巨亏的消息以及百世和极兔
被罚等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致使快递行
业的低价竞争策略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据报道，自 2016 年以来，我国快递业集中
度快速提升，但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差异性不
显著。正因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以低价策
略赢得市场份额成为比较常见的竞争手段，
导致价格战屡禁不绝，整个行业快递收件单
价也持续下降，由 2016 年的 12.7 元降至 2020
年上半年的 11.3 元。

——据新华网
锐评：快递企业唯有实现差异化竞争、以

优质高效的服务质量赢得顾客信赖、利用科技
手段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才能在竞争中真正获
胜。

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各类手机应用
程序（APP）迅速普及，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APP
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问题十分突出。特别
是一些 APP 通过捆绑功能索取个人信息授权，
用户拒绝授权就无法使用 APP 基本功能服务，
变相强制用户授权，过度索权从“偷偷摸摸”升
级为“明目张胆”。

——据人民网
锐评：对手机应用程序过度索权说“不”。

针对网上大量冒用“白岩松”名义的高仿
号，4 月 13 日晚，白岩松本人在节目中公开打
假：自己没有任何微博、微信、公众号，“网上同
名号没一个是我”。近年来，网络上名人高仿号
层出不穷，钟南山、马未都等名人，陈道明、靳东
等演艺明星，都在自媒体平台被高仿过。很多
网友不明就里，尤其是中老年网友纷纷转发，给
高仿号带来可观的高流量。

——据《北京晚报》
锐评：唯有让严格监管无空白点和盲点，

才能让各类高仿号无处遁形，无法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