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新闻19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李铁军 · 时讯

迎来销售旺季

打折促销优惠活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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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

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中社会层

面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

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

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

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

正义的制度保证。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
撑；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文明的推
动；一个人的进步，需要文化的哺育。党
的十八大正式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
和个人三个层面高度概括和凝练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

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党
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
和推进法治建设，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有重要意义。
“法治”是一种治国理念或治国方

略，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
其基本内涵在于，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
和社会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和机构都不
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与“人治”相
对。“人治”是指依人而治，依靠的是掌
权者的智慧和权威，强调掌权者的绝对
权力。而“法治”是指依法而治，依靠的
是法律的理性和权威，强调法律在国家

和社会治理中的至上地位。
法治应与法制相区分。法制是法

律制度的简称，属于法律的体系和架构
层面，而法治则是依法治理的总原则和
总理念。法制国家并不等于法治国
家。法制国家仅仅表示一个国家设有
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但仍可能存在当
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法治和
法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则无法排除
人治的可能性。如果只有法制而没有
法治，法制反而可能成为人治和专制的
工具。反过来，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法
制，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之上。
法律制度越合理越完善，越有利于法治
的实现。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
历史阶段的标志。不同社会的法治理
念具有不同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
务大局、党的领导五项内容。依法治国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大
内容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体现了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
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执法为
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既体
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体现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因而具
有彻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社会主义法治
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要求民主立法、人民监督，将服务大局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求社
会主义法治全面服务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党
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不断增强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
法执政能力，实现法治与民主政治的统
一。综而论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公
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执法为民为本质
要求，将法治与民主政治统一起来，目
的在于真正实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
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具有其他社会的法治理念无法比
拟的优越性。

选自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

南开区“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有成效
今年1至10月份收集问题340个 解决率95.29%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记者日前从
区“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办公室获悉，
今年以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南开区
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牢固
树立产业第一理念，精准服务企业，切
实解决难题，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取
得成效。今年1至10月份，南开区政企
互通平台已有企业1369家，收集问题总
数340个，解决率95.29%，位居中心城
区第二。

南开区在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
活动中一是推动政企互通平台稳定高

效运行。制定“一街一策”深入企业挖
掘问题，坚持问题数量和质量并重。
二是包联企业落实到位。贯彻落实
“三级包联”走访制度，6位区级领导、
36名街道工作组干部、132名区级服务
组成员，组成工作专班，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形成区领导带头走访、各部门持
续服务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区领
导全部完成了 18家包联企业走访工
作；区工作组、服务组分管领导走访包
联企业共229户次，“面对面”了解并解
决企业困难，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

公里”。三是宣传政策指导帮扶。在
日常工作中，全区各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开展送政
策、讲政策活动。区发改委、人社局、
科技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局
结合自身职能举办多场惠企政策培训
讲座，全力保障惠企政策落实落地，释
放政策效能。截至目前，各工作组、服
务组共组织政策宣讲互动4413次，编
印发放政策宣讲材料223272份，召开
问题协调会117场，召开政企政策对接
会 147场，参加对接企业共计 1431户

次。全区各部门共上报工作促进信息
156条，经审核发布信息108条。四是
借鉴经验加强服务。区活动办总结分
析“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多年经验，
针对未纳入平台的辖区企业，根据企
业性质，划分为支柱、重点、基干企业，
拓展服务范围，开展分级包联服务，不
断提高服务企业的质量和效率，提升
企业黏性，助力企业发展。针对企业
问题，积极协调各部门，多方协作，共
同发力，精准靶向施策，真心实意帮助
企业排忧解难。

日前，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的南开区乡村振兴产品展示中心在商会联合大厦

落成，展示展卖来自结对的甘肃省庆城县、环县、夏河县等地的特色农副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 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日前，区科
技局联手区域科技企业、天津市创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
县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数字农业发展、循环低碳经济
探索，以“利用当地桃树枝等废弃农作
物粉碎后作为基质种植食用菌产品”项
目为先导，逐步开展变革生态链试点项
目，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据了解，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

后，双方将进一步围绕村级产业发展、
产品研发和销售、品牌推广、农业数字
化构建等一系列工作展开合作。区科
技局、天津市创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
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及资源优势，着力提
升市场拓展、咨询服务、产品平台研发、
集成运营和资本运作能力，积极参与定
兴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和数字化建设，
提供从连接、终端、平台到应用的个性
化解决方案和“一站式”服务。

区科技局联手科技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发挥区域优势 助力共同富裕
智能服务也需要“温度”

达军

通过客服电话申办业务，结果

事没办成还徒增烦恼。不久前，老

友向笔者吐槽，智能服务需要“有温

度”。原来，此君较为保守，再加上

年纪较大，对新兴事物接纳较慢。

不久前，他因不知患有眼疾的老母

的手机是否欠费，就通过服务台进

行查询。由于老友家乡口音较为浓

郁，电话彼端的“智能语音”便不知

老友所云。最后，老友不得不去营

业厅办理业务。

在莞尔过后，不禁思忖“人工智

能”的趋势注定到来，传统的服务理

念也将受到冲击与挑战。作为服务

业，也都顺势而为，紧密联系时代科

技的发展，创新服务的理念。

毋庸置疑，尽管服务业领域的许

多服务可以被“智能化”取代，但是消

费者依然需要“有温度”的服务，客人

依旧需要服务人员提供的温馨、亲情

和个性化服务。笔者曾在不久前去

某医院就诊，就被那里员工的热情所

感动——门诊内分设自助区和为老

服务区。年轻人在自助挂号机排队

刷卡挂号，老年人在为老服务区内，

由医务人员为其办理挂号、缴费，耐

心回答患者提出的各类问题，让人倍

感温暖。所以在智能化时代，我们更

需要“温情服务”。

有人曾经断言，“人工智能”的

出现，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服务观

念。但一些企业在管理上出现缺

失，导致有的机构一味追求智能服

务、智慧服务，从而失了温度，也成

为诟病。

智能服务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充分体现，但智能服务更需

要改革创新引领。相关企业，尤其是

服务行业应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激活力，在积极推进智能服务建

设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特殊群体的服

务需求，让智能服务变得有亲情、有

温度。

市场小议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王锦春）连日来，南开区市场监管局
广开街市场监管所组织力量，对辖区
内儿童食品市场进行检查，专项整治
经营超过保质期、不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的儿童食品等问题，净化食品
市场安全环境。

据悉，此次专项检查，广开街市
场监管所积极探索执法新模式，通过
邀请社会食品安全巡查人员和加大
食品安全靶向抽验等途径“双管齐
下”，不仅有效缓解执法力量压力，也
使专项执法更加公开透明。截至目

前，分别在某食品折扣店查获数袋超
过保质期的“高乐高·果奶优+水果
粉”食品；在某食品超市抽验发现了
一批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好
吃嘴·手撕素肉”等产品。

目前，广开街市场监管所执法
人员分别对上述两家食品经营户进
行立案调查，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追
溯。同时，加大对中小学和幼儿园周
边食杂店、食品超市及小餐饮店等
商户的筛查力度，确保儿童食品市
场食品安全，用心守护学生“舌尖上
的安全”。

冬季养生家电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随着冬季到

来，家电市场也迎来了“换季”风，小型
暖风机、养生壶、恒温杯等适宜冬季养
生使用的小家电受到消费者青睐。
记者在区域内某超市看到，各种养生

家电摆放在家电区显著的位置上，吸引众
多消费者驻足选购。“最近几天，来买养生

壶的顾客挺多，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10
余只。”该区域工作人员说，冬季适宜饮用
各种滋补汤水，可用来炖汤、煮茶且使用
方便快捷的养生壶深受欢迎。

该售货员表示，进入11月份以来，
不光是养生壶，加湿器、电暖气、足浴
盆、恒温杯等养生家电都很畅销。

广开街市场监管所

专项整治儿童食品市场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连日来，记
者在区域内商场服装专卖店看到，货架
上摆满了新款围巾、帽子、手套等保暖
用品，销售人员边忙着上新、补齐商品，
边为消费者介绍，忙得不亦乐乎。
据专卖店工作人员介绍：“帽子、围

巾在10月中下旬就开始陆续上架了，
最近天气冷了，产品销量攀升，这两天

又补了很多新款，主要以冬季厚围巾、
毛线帽为主。”带着卡通图案的手套、围
巾、口罩让不少市民爱不释手，很多父
母也为孩子选购了可爱的保暖用品。

此外，保暖内衣、羊毛衫、冲锋衣、
羽绒服等，都成为主要销售商品，有的
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还打出了打折促销
的优惠活动。

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