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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威

栽下几棵“梧桐树”，就能引
来“金凤凰”？没有这么简单。
凡事预则立，优化营商环境

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万物互联的
当下，企业运行所需要素，从原
料、设备到技术、信息，都需要上
下游的关联互补。可以说，完整
的产业链，本身就是好的营商环
境；反过来，也启发我们，优化营
商环境要立足整体、着眼长远，以
全产业链的视角服务企业、推动
发展。

转换视角、调整姿态，就不
能仅靠拼资源、拼优惠政策，而
要挖掘深层次的吸引力。坐落
于河西区新八大里的网信大厦，
瞄准数字经济做文章。由河西
区委网信办负责产业规划和政
策支撑，创新“政府主导+行业管
理+产业促进”模式。目前大厦
出租率近80%，仅京东智联云天
津公司，就吸引了 91家涵盖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直播
电商等生态链条上的企业入
驻。成功招商的背后，最重要的
是政府角色的转化——不仅要
当好“服务员”，还要当好产业链
聚合发展的“组织者”。
“我们用完备优质的产业政

策作为吸引，对入驻企业进行‘把
关’，抓住产业链关键企业，对整
体产业生态进行培育，一方面形
成产业聚集，另一方面也保证了
楼宇内企业质量。”河西区委网信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一个
政府和企业共同打造的“事业共
同体”。接下来，将联合聚集区内
其他楼宇共同发力，攻坚楼宇碎
片化发展难题，让区域整体成为
数字经济产业新高地。
产业链是否完整、能否壮大，

关乎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对于坚持制造业立市的天津
来说，只是栽好“梧桐树”还远远
不够，必须让树成林成片，让产业
链聚合发展、往高端迈进，而这也
势必会成为一种新趋势。为加快
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武清区
搭建高端研发设计、小试中试及
公共制造等平台，形成了一条生
物医药产业闭环产业链，企业缺

什么，就能补什么；在滨海高新区，为实现信创产业接
链、补链、强链，专门建设芯片测试封装、IP开发、人才
培训等集成电路产业共性服务的芯火双创基地……
说到底，一个企业愿意留下来、扎下根，取决于是

否能够持续发展。从长远看，产业链上下联动、协同配
合，链上的企业利益融合、聚集发展，不仅有利于降低
经营成本、形成规模效应，而且能增强企业韧性和抗风
险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产业链越完整、越壮大，越
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呼朋引伴”，越有可能催生新产
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让企业家感到有好的发展环境、市场前景，远胜千

言万语。当好“组织者”，以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全链
条推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才能构建更有吸
引力的营商环境。

答好“共享”命题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目的在为民，关键在效能。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切实

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一条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路径。其中，
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是一个重要方面。

对话人：
吴晓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

李娜：共建共治共享，要有新的思路和方
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正
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
社会行为也随之变化，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创
新基层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但如何找到创新
的切口？这是一个前提。

吴晓林：创新的切口，也是创新的抓手，
一定要对接需求。如果需求点对接不准，就
会产生供需的错配，导致出现“尽管做了很
多事，百姓获得感却不强”的情况。在基层
治理中，要避免“我觉得你需要”的代理主
义，多问问百姓真正需要什么。这里说到的
需求，除了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还包括对大
部分人一般生活需求的满足，像居住品质、
社区安全、公共环境等。比如“海河夜话”实
践活动，就是精准对接需求的一次生动实
践。当然，找到需求点之后，还要考虑对接

的方式方法。以老旧社区环境整治为例，我们
就有发动百姓参与打造“口袋花园”等创新实
践值得借鉴。

李娜：扭住共享发展理念回答民生问题，
天津瞄准群众需求着力，推动民生保障不断增
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宜居城市建设迈上新
台阶，实施棚户区改造、提前和延长供暖、解决
“一老一小”问题等惠民举措，使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也成为激活群众共
建共治热情的关键因素。在您看来，进一步激
发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热情，需要在哪些方
面下功夫？

吴晓林：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首
先要把群众当作重要治理主体而不是局外人，
把群众与社区关联起来，使群众觉得社区治理
和自己有关，让群众有主人翁感、归属感。曾经
有地方组织过“最美阳台”比赛，发动居民美化

自家阳台，并给予一定奖励。在建构这种关联
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掘志愿服务领头人的作用，
动员党员尤其是有热情、有闲余的社区老党员
首先参与进来，针对志愿服务建立持续的支持
体系、激励动员体系。像和平区朝阳里社区推
出的“积分回馈机制”，用积分兑换奖品和服务，
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李娜：“众人拾柴火焰高”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治理效能的提升，体现为精准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甚至是精准地预见问题。其中，不能
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智慧化治理方式，而想要用得好，离不开系统
化思维。

吴晓林：大数据和互联网对提升治理效能
大有裨益，一个重要前提是决策部门要做好统
筹，勇于打破信息孤岛，在确保信息安全基础上
实现大数据共享，避免因数据来源多、缺乏统一

管理，给基层造成新负担。再有，就是数据多了
以后，怎么让大数据活起来、怎么用好的问题。
对于城市治理，大数据不仅仅是耳目，更重要的
是要成为科学决策的手段和支撑，对于可能发
生的问题要从源头上预防，而不是等问题出现
再被动地去应对。

李娜：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是基层治理遵循的根本原则。但需求的形
式和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基层事务具有偶发
性、模糊性等特点，要赢得群众满意，必须激发
基层治理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释放基层治理
活力。

吴晓林：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舞动绩效考
核这个“指挥棒”，比如怎样进一步提高考核的
科学性，怎样通过权重设置加强对安全风险应
对等基础性工作的重视，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要确定有法律效用的“权责清单”，明确各
部门和社区的权限、责任在哪儿，推动基层治理
减负。另外，建议借助第三方（譬如大学智库）
调研，发掘一些典型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鼓励
大家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创新。建立在适合、管用基础上的治理方
式才更有生命力。

创新成果好不好 市场说了算
■ 朱绍岳

在现场

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停
机坪”上，两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尽管风力
大、阻力强，但无人机却仍能“气定神闲”，在
空中“花样翻飞”：时而垂直升降，快速冲向
天际；时而绕圈飞行，倏然从两树中间穿行
而过。

如果说大风是考验无人机性能的“好天
气”，那么市场就是检验企业和产业发展水平
的“试金石”。“科学研究的成果再多，终归需
要市场应用的验证。”在一飞智控董事长、天
津大学教授齐俊桐看来，科学研究如果与市
场缺少交流，创新成果将很难落地，“深造后
我又回到天津，因为这里有制造业的土壤，是
能让科研成果开花结果的地方。”从学界到产
业界，齐俊桐致力于把创新想法变为实打实
的产品。

在一飞智控的展示大厅，上百架造型各
异的无人机夺人眼球。“现在，我们每年都可
以生产上万架无人机，能够适用于田间播种、
农药喷洒、灾情救援等各种场景。”齐俊桐介
绍说。企业只有到市场里，中流击水，上游竞
争、竞争上游，才会更加生机勃发。
漫步一飞智控所处的泰达智能无人装备

产业园，一座座宽敞明亮的厂房相连成片，深
之蓝、霍尼韦尔、华芯智能……一大批智能制

造企业落户于此，多样化、现代化的厂房车间处
处都有“智能制造的味道”。

产品好不好，市场说了算。从实验室到生
产车间，只是产业发展的“第一步”，只有走向
应用，接受市场和用户的检验，才能让科研创
新成果真正落地。天津制造业基础雄厚，步入
新阶段、新征程，需要致力于在科学研究、产业
实践和市场应用中架起桥梁，让科研工作者走
进生产一线，让企业产品在市场“厮杀”中接受
检验，才能淬炼出强劲的成长力，打造出繁荣
兴盛的产业。

制造业想要“立得住”，把市场这块“试金
石”用好，不仅要让创新成果及时转化落地，更
需要瞄准上游，在高质量、高水平、高端化的发
展“赛道”上抢占高地，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
实践舞台。

制造业立市是一个富含科技创新的“大命
题”。如何将创新成果及时转化，让科学研究
与市场应用无缝对接？这些都离不开创新链、
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发力。让创新优势变为
发展胜势，把科技潜力转化为产业实力，就要
用足天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云集的优势，为
企业搭建好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对接平台，让更
多先进制造企业不仅能“落户”，还能“扎下
根”，与科研团队“抱成团”，真正让创新活水
在实验室与工厂之间奔流不息，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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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平

弹幕，原指网络游戏中密
集的子弹，现在成了屏幕上即
时评论的代名词。想象一下，
弹幕进入课堂会是什么样子？
近日，某大学的思政课上就呈
现了这样一幕：学生带着笔记
本电脑和手机上课，在线参与、
答题，互动中，一条条弹幕在教
室里的多媒体屏幕上“飞”了出
来……与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思政课也可以
“潮”起来。

有魅力的思政课一定不
会是“填鸭”和“说教”，想要
俘获青年学生的心，思政课
也要有颗“年轻的心”。年轻
是一种时代感，也是与学生
的一种亲近感。“要像盐一样
融进学生日常，用学生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让思政课充
满吸引力。”正如一位思政课
老师所描述的，思政课是立
德树人的主阵地，想要实现
育人的目的，先要拉近育人
的距离。何谓“喜闻乐见”？
一定是能调动积极性、让学
生感兴趣的方式。就像弹
幕，即时互动，使手机这个
“课堂公敌”变成了“抬头利
器”，还能带动不愿发言的学
生主动加入讨论。让学生动
起来，提升“课堂黏性”，当
“形式”与时俱进、贴近生活
时，也会加深学生对内容的
理解。

年轻人思维活跃，对老师
的知识视野和知识转化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青年一代成长
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信息
爆炸的时代，涉猎面广、知识更新快，倘若老师
守着旧有知识吃“老本”，何以答疑解惑？如何
让学生信服？知识需求在变化，交流方式更快
捷，学生即时“点单”，老师必须随时“接单”，这
就需要老师除了备足各种“食材”，还要练就“大
厨”功夫，让学生“吃”得舒服，还易于消化。

思政课追求“有意义”，这个“有意义”的获
得，何尝不是以“有意思”为前提？保持一颗年
轻的心，多些灵动和鲜活，与学生的思维同频共
振，在有趣中把理讲清了、说透了，思政课一定
能活起来、“火”起来。

志愿服务 供需如何“接上头”

“多亏了你，要不真不知道怎么办。”家住和
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的宋大爷，前不久通过
“志愿和平”网络服务平台顺利与志愿者“接上了
头”。因为胸闷咳嗽，宋大爷在身体不适时第一
时间掏出手机，点击平台中的“我要求助”按钮。
根据定位和联系方式，志愿者郑大姐不到5分钟
就“接单”赶往宋大爷家，对老人救助成功。
这是“志愿和平”网络服务平台的日常一

幕，也是求助者和志愿者“供需精准对接”的缩
影。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
新时代志愿服务不再是简单“伸出手”，而是“术
业有专攻”；不再是一般性的助人，服务双方简
单的“物理反应”，而是精准摸清群众需求，点对
点多层次、系统化的“化学反应”……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向纵深发展，“志愿”二字的内涵得到

新的诠释。无论是高效服务，还是化解矛盾、防疫
救灾等，都证明志愿服务的系统化、专业化、品牌
化，是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
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

志愿服务精准对接民心，既要搭建便捷有效
的对接平台，也要树立“供需适配”的理念。“需求
导向、弱势优先”是国际通行的志愿服务基本原
则。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需求，需求是什
么？需求在哪里？如何满足需求？回答这些问题
的过程，就是一个供需精准对接的过程。正如经
济领域需要供需适配一样，志愿服务也必须精准
对接需求。不断摸索掌握新需求，提供高质量供
给，在供给之后不断反馈，力求向着精准这个目标
迈进，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志愿服务
在新时代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用心用情，更要踩准点、用对力，让志愿红如一
团团燃烧的火焰一样，走到哪里，就温暖到哪里。

■ 闫丽

知往鉴今

别拿“一点泥”不当回事

唐代《芝田录》记载，一次大臣吕元膺和门
客下棋，正巧属下送来文件。趁着吕元膺看文
件，门客偷偷动了一个棋子。没承想，吕元膺
已经察觉，但当时没说什么。下完棋第二天，
他便辞退了这个门客。后来吕元膺对子侄们
说，动个棋子是小事，但看出此人“心迹可
畏”，诚信不足。
小节上不讲诚信，就容易出大问题。明代

《松窗梦雨》里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人买了双新
鞋，起初还很珍惜，专拣干净地方走，后来沾上
了一点泥，就不太在意，走泥路也无所谓了，导
致鞋越来越脏，最后没法穿了。讲诚信也是如
此，如果在“一点泥”上不注意，就会越来越放松
警惕，最后很容易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出错误选
择，损害他人乃至社会利益。

现实生活中，诚信与否，常常就存在于“动
棋子”这样的小事中。朋友相聚约好时间，有人
却爽约；老师布置作文题，家长替孩子找“枪手”；
夜晚骑车过十字路口，趁着没人管闯红灯……
这些行为看起来似乎都不是大事，但都是不讲
诚信的表现，往深处说，则与公序良俗、道德或
者法律有违背之处。诚信，本质上是一种契约
精神，无论是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兑现生活中的
口头约定，都是对“契约”的践履。因此，诚信面
前，并无“大事”“小事”之分。

小信诚则大信立。要做讲诚信的人，需经
常用“显微镜”看“小事”，检视自己的言行。这
时，不怕“小题大做”，想深一些，想远一些，时刻
给自己紧紧扣，哪怕再小的“瑕疵”，也要防微杜
渐，才能避免将来出现“溃于蚁穴”的“可畏”情
景。人人都讲诚信，整个社会就会充满守信履
约的正能量。

■ 张玥

热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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