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期食品：
“盘活”还要管好

■画里有话
■辣语

■北疆观察

■邮箱：lizhennan2008@163.com 11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安华祎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1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四评论评论

■一家言

■洞见

■来论

■街谈

□王文婧

赤峰市红山区持续推进“科技兴蒙”行
动，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通辽市奈曼旗瞄
准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围绕“通辽南钢”造
链、补链、延链、强链；包头稀土高新区加快稀
土新材料企业向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网
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的生产制造规模转变
⋯⋯近来，我区在“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
新链”上持续发力，取得了初步成果。

散落的珍珠只有用结实的线穿起来，才
会成为一条美丽的项链。创新成果如何有效
落地？也需要一条条合适而又坚固的“线”从

中串联。而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深度
融合对接，就是打造这一条条“线”的重要前
提。唯有始终坚持创新引领，持续推动产业
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铸造一条条促
进各环节、各产业、各部门、各区域间畅通的
链条，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的创新动力、能
力与活力，方能实现创新成果向市场价值转
换、同社会需求融合，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

“乘数效应”，迈出内蒙古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新步伐。

近年来，我区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等方面奋起直追，但科技创新投入不够、
创新基础薄弱、能力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仍
然突出，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衔接不紧密
已成为阻碍我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再不

重视、再不抓紧，将会陷入更大被动。因此，
我们必须从现在抓起、从当下着手，更新观
念，自我加压，在创新政策落实上狠下功夫，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发展由要素驱动为
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

聚合创新动能，就要跳出传统思维的束
缚，打破“小圈子”“地域保护”的桎梏，学会用

“链式”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让我们来看国
内其他城市，上海市从科技资源配置的源头
建章立制，东莞市以创新链走廊规划引导城
市产业布局等等，都是从“链”的角度出发，以
制度创新带动了科技创新。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着力打通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
断点，构筑安全可靠有韧性、动态平衡有活力
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才能破除行政分割、自

我封闭等积弊。坚持系统思维，破除“创新孤
岛”，才能打造融通各种资源、衔接各个产业、
激发各方力量的系统创新链，形成闯关夺隘
的强大合力。

企业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主
体，推动三链融合亟需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作为攻坚点，不断提升企业的实力和活
力，实施好企业梯次培育行动，遴选培育产业
链领航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大力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打造一批细分行业和细分市场领
军企业、单项冠军和“小巨人”企业。同时，还
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好“链主”企业的核
心作用，引导中小型企业积极参加分工协作，
培育大中小微企业共存的“1+N”产业生态系
统。

攻坚克难靠合力，实现突破要聚力。调
动上上下下的智慧和力量，汇聚里里外外的
资源和要素，形成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主动
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打造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新态势，我们就能把创新
动能聚合起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强大支撑。

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乘数效应”
调动上上下下的智慧和力量，汇聚里里外外的资源和要素，形成整

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主动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打造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新态势，就能把创新动能聚合起来，为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徐文秀

熟谙茶道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红茶放过几
年后，无论保存得如何严密，那股香气都会渐渐
散失。在阳光下仔细观察时，会发现茶叶上那细
芒般的金毫已经消失，叶底会有点返绿，此时的
红茶从火炭中来的那一股子烈性不见了，只剩下
寡淡和顺的口感。怎么办？懂茶的人会告诉你，
可以选择复焙。

复焙，简单地说就是把茶叶再拿去“火攻”，
使之重新焕发生机，甚至能获得比初焙茶更灿烂
的汤色和更丰富的层次。茶如此，人亦然。有的
人工作久了，当年身上的那股子“气”和“劲”会渐
渐散去，甚至个性棱角会渐渐被打磨和销蚀掉。
有的奋斗精神滑坡，松一松、歇一歇的思想逐渐
抬头，整天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变得庸
懒散慢、麻木迟钝，干什么都似乎提不起劲，激情
淡了、热情少了、灵动没了；有的逐渐脱离实际，

“烟火气”淡了、群众语言少了；有的在鲜花、掌声
和欢呼声中陶醉，在“温水”里煮着，“骄”“娇”二
气开始滋长；还有的或成了“官油子”，见风使舵、
阿谀奉承，或成了“老好人”，当“鸵鸟”，做“绅
士”，有的甚至还沾染上一些戾气、痞气和江湖
气，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怎么办？
不妨选择一下“复焙”。

选择“复焙”就是选择一种再造。一个人的
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比
如，过去曾在基层干过，并不意味着永远懂基层、
了解基层。过去曾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与群众有
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永远了解群众、理解群
众。过去对腐败和不良风气反感、有抵制力，并
不意味着终身有免疫力。特别是，人到一定时间
或一定年龄，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惰性或惯性，还
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这些都是正常的，也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忽视它的存在，甚至放任它滋长蔓
延，错过了“复焙”的良好时机。

人是可以“复焙”的。可以选择到实践中去、
到基层一线和群众中去，在火热的生活中“接地
气”，养成朝气、生气和锐气，焕发出激情和热情；
可以选择到“吃劲儿”的岗位上去磨炼，敢接“烫
手山芋”，勇钻“矛盾窝”，去经受艰苦环境、复杂
斗争、危险局面和突发性事件的考验，培养干劲、
韧劲和冲劲；还可以选择书海泛舟，潜心研读，陶
冶性情，多点书卷气，做个思想厚重的人。只有
多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到急难险重的环境中去
摔打，到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去“煎熬”，到
逼得自己没退路的地方去“搏杀”，“复焙”后的人
生，才能和雨后彩虹般更加绚丽灿烂。

茶有初焙、复焙之说，人也有源头培养、跟踪
培养和全程培养之过程。茶之复焙得掌握火候，
既不可差一步，又不可过一步。人之“复焙”也得
掌握好时机，既不可等闲视之，又不可操之过急，
得掌握好节奏。选择“复焙”，意味着又一次复苏
和唤醒。

学会选择“复焙”

□戴先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颁布已经
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其中特别提到，食品经营者
应当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示
或者集中陈列出售。以往临期食品的处理是不
少商家面临的难题，不过如今，这些临期食品不
但不愁销，还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商业里的“临期”往往
是一个与库存、折耗紧密相连的消极性概念。然
而现在人们对食品“保质期”有了新的认知：临期
食品不是过期食品，而是保质期限临近，商家为
了避免临期食品变成过期食品，通过低价促销的
商品。对于商家，临期食品市场的出现，显然是
一种盘活企业库存、加快资金周转、变可能浪费
为现实价值的有效止损，也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
发展的经营难题；对于消费者，临期食品市场满
足了其对商品性价比的追求。临期食品变成热
门生意，是商品市场渐趋成熟的一种表现，更是
市场在发挥自我调节能力的凸显。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零食行业市场规模达
3 万亿元，即便按 1%的库存沉淀计算，临期食品
市场也达到了几百亿元的市场规模。敏锐的创
业者早已发现了这一商机，从夫妻店的小生意到
连锁线下零售店，再到淘宝、拼多多临期食品折
扣店⋯⋯临期食品正逐渐形成产业链，在高呼消
费升级的时代成为大有可为的热门生意。

临期食品成了热门生意是一桩多方共赢的
好事，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临期食品
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比如有商家并不标明商
品的原价、折扣信息；有的临期食品甚至并没有
给消费者多少优惠，一些商家打出打折的广告，
却没有为消费者优惠多少，背后原因就在于信息
不透明，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没能得到相应保障。
另外，有的价格打折的临期食品，食品安全也“打
折”，如有一些临期食品储存条件不好，影响了保
质期，临期食品成了问题食品，这也带来了食品
安全隐患。好事要做好，亟须精准有力的监管跟
上，完善相关政策、弥补监管空白，既要“盘活”又
要管好，如此方能将临期食品的生意持续做大做
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无论临期食品市
场如何热门，保障食品质量，确保民众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对于不法商家
借机弄虚作假、以次充好、隐瞒食品信息、翻新销
售过期食品等行为，必须严惩不贷。

□安子州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
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
意见》，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
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
力度。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人
的参与。基于此，我们更要健全常态化驻村
工作机制，通过配好人才、用好人才、管好人
才，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
台，如此方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
支持。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引导各类
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一方
面，要为乡村振兴配好人才，对脱贫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
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度。另一方面，要按
照个人报名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充分
考虑年龄、专业、经历等因素，严把人选政治
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真正把
那些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敢于担当、作
风扎实的人才选拔出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实干家，干部状
态至关重要。首先，要调优驻村干部的履职
状态，从“想为的动力”“愿为的环境”“会为
的本领”等方面着手，促使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为民办
事服务等方面认真履行职责。其次，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要从派驻村实际出发，找准职责
定位，充分发挥支持和帮助作用，与村“两
委”共同做好各项工作，切实做到遇事共商、
问题共解、责任共担，特别是面对矛盾问题
时要不回避、不退缩，主动上前、担当作为，
做到帮办不代替、到位不越位。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更好地推
动乡村振兴，需要为乡村人才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更大程度地激发人才的活力。为此，
要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树立鲜明导向，对干
出成绩、群众认可的优先重用，对工作不认
真不负责的批评教育，对不胜任或造成不良
后果的及时调整。同时也要加强关心关爱，
在提供必要工作和生活条件、开展培训等方
面强化保障支持，促进安心工作、激励担当
作为。

胜其非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向重点乡
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总结
过去胜利经验的结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需要，既
是为了给百姓办实事，又能同时培养人才队
伍。只要我们处理好加强外部帮扶与激发
内生动力的关系，就能形成乡村振兴的合
力。只要找对了发展的方向，配备好了肯
干、能干的人才，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用蓬勃人才力量赓续乡村振兴动能

□孙冰洁

人们常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事实上，
近些年，因青少年心理问题引发的悲剧却屡
屡刺痛人们的心。近日，成都 49 中一名 16 岁
学生坠亡更是引发舆论对“孩子为何走到这
一步”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全社会对这类
问题的重新思考：一个未成年人要跨过多少
障碍，才能健康地迈向成年？

一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
织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球 12 亿的 10 至
19 岁青少年群体中，约 20%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10 至 19 岁青少年群体遭受的疾病和伤害
中，约 16%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我国的情
况也不容乐观，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

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显 示 ，我 国 青 少 年 抑 郁 检 出 率 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7.4%，检出
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这些报告和案
例都在提醒人们，看不见的“心魔”已经盯上
了青少年。

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呵护青少年身心
健 康 ，为 孩 子 医 治“ 心 病 ”，必 须 要 用“ 心
药”。这离不开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高
度重视、有效联动、科学引导与及时干预。

青少年心理问题已日益受到政府和社
会的关注。2019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实
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对教育部门、学校、
家庭都有具体要求，并提到了预防措施。各
地有条件的学校也开设了心理咨询室、配备

专职心理教师等，方便学生求助。但不少人
也注意到，当前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心理健康
教育师资队伍总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问
题，对有心理疾病苗头的学生隐私保护力度
不够，个别出格者还会把“问题”学生推给家
庭，导致学生“生病的不求助，求助的没有
用”。

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常态化培训
提高心理辅导老师专业素养，在职务级别、
工资待遇、履职保障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
激活队伍热情，提升工作水平。与此同时，
对心理问题的干预不能靠简单机械地填表
排查，更需要老师、家长乃至全社会形成合
力，让青少年愿意敞开心扉、积极向外寻求
帮助，早发现、早介入。惟其如此，才能尽量
减少悲剧的发生。

“心病”还需“心药”医

红利仍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

较大；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依然年富力强。“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国务院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3 个全国防灾减
灾日，也是 5·12 汶川大地震十三周年。13 年
了，我们见证了废墟上的重新站起，也见证了中
国人民的不屈与勇毅。13 年了，我们见证了我
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形成，也见证了预防和
抵御灾害能力的大幅提高。但历史无时无刻不
在提醒我们，灾害风险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据央视新闻
锐评：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我们学习、演

练不能只是在防灾减灾日，而应落实、落细在
平时的每一天，做好了“万全准备”才能应对好

“万一可能”。

日前，成都一小区业主推电瓶车进电梯后
爆燃，导致多人受伤。惨烈的场景令人惊心，发
人警省。电动车小巧方便，是不少人日常出行
必备的交通工具。但是近年来，由于停放、充电
不规范以及技术方面的问题，电动车火灾事故
频发，变成了火灾“重灾区”。

——据新华网
锐评：民生无小事，安全是底线。在严管

的同时解决好充电难、停车难等问题，杜绝电
瓶车“上楼”，容不得拖延和侥幸了！

顶格罚款！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通报，因谎称“与联合国合作”、虚构教师任教经
历、虚标课程“划线价”误导消费者等行为，作业
帮猿辅导分别被处 250 万顶格罚款。两家公司
均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处罚决定，并将积极整改。

——据人民网
锐评：在线教育是做教育而不是做生意，

玩弄套路、急功近利绝非正道。

你每天会刷多久的视频？国家广电总局日
前发布的《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
显示，过去一年，我国网民日均刷视频约 100 分
钟。毋庸置疑，各类视频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但与此同时，“一刷就停不下来”“一看
就是好几个小时”等问题，也确实困扰着许多人。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要让视频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而

非“时间杀手”，而这既在于自我管理能力的不
断提高，也在于平台与创作者的高质量供给。

因过年时悬挂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上
海市武康路上的一个阳台成为“五一”期间热门
旅游地，不少人来此打卡。但时间不长，味道就
变了：一些网友不但一整天都挤在阳台下拍照、
拍视频，甚至到了晚上，仍大喊大叫让屋内的老
人配合自己。最终导致老人不堪其扰，被家人接
走，蝴蝶结也被摘除，此地才重归平静。

——据《新京报》
锐评：到网红地打卡，是对美景的欣赏、热

爱，而文明打卡，则是一种最佳的欣赏和尊
重。打卡不打扰，当是旅游途中的常态。

“你论文查重过了吗？”“有啥好的办法降重
不？”“有人拼查重吗？”当下正值毕业季，毕业论
文重复率成了很多高校毕业生的焦虑源泉。查
重价格贵、降重形成灰色产业链、抄袭现象无法
遏制等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据《光明日报》
锐评：没有需求自然就不会有市场，解决

论文查重系列问题光靠“堵”不行，还要从机制
改革等“根子”上抓起。

不久前，人们还在为野生东北虎闯进黑龙
江村庄一掌拍碎车窗的画面感到颤栗。而最近
几天，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3 只金钱豹出逃的新
闻便又再次吸引了公众的视线。

——据上游新闻
锐评：丢豹还“瞒豹”，如此无视法纪、将利益

置于生命安全之上的短视、狂妄之举，必须严惩。

18 小时救下 18 人，救援队断水，驴友却烧
水泡茶；失联驴友获救后克扣搜救者车费，承诺
的每辆车 500元车费只同意按 200元结算，还让
救援人员到 7 小时车程外领取⋯⋯最近，个别
驴友在遇困获救时或得救后的“骚操作”，激起
了人们的愤怒和声讨：对驴友的“驴脾气”绝对
不能再客气了，一定要狠治！

——据《检察日报》
锐评：苦口婆心的劝说，义正辞严的教育，

如果都约束不住这些驴友的“驴性子”“驴脾
气”，那就把法律的“缰绳”勒得更紧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