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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做“螺丝钉”
──行动是最有效的磨砺①

■ 金之平

太爱跟风容易“受伤”
■ 闫丽

锐评

创新并非“抖机灵”
■ 李娜

近日，一款“洗衣液奶茶”在争议声中下架。外包装看似是洗

衣液，里面装的其实是奶茶，产品走红网络后，不少人质疑，这种包

装可能形成误导，增加儿童误食家中洗衣液的风险。

事实上，这样的质疑和担心不无道理。近年来，一些产品为了

博眼球，在样式、包装上玩起“跨界”混搭，埋下安全隐患。有老人

误将“网红清洁剂”当橙汁给孩子喝，因瓶身是外文，印有橙子图

案；有人因误食“吸吸果冻”形状的除菌液进了医院……

为了吸引消费者，创新可以有，但创新并非“抖机灵”，认清边

界更要守住底线。对于消费者来说，食品安全就是底线。《产品质

量法》早有规定，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使用不当，容易

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

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对于这样的要求，有些商家包括产品

设计者未必不清楚，不过是抱着侥幸耍小聪明，利用人们的猎奇心

理，故意制造“误会”罢了，而最终目的就是“出圈”获利。但“出圈”

不能出界，创新要有“度”、掌握分寸，一旦这样的营销逻辑变成常

态，消费者防不胜防，食品安全便无从谈起。

与其在外包装上“算计”，不如把心思多放在提升产品品质和

消费体验上，通过口感、味道等方面的改善来增强产品核心竞争

力。守住正道，守住底线，才能真正赢得长远发展。

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米”

■ 吴树群

近日，南开区助企纾困政策“讲师天团”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政策翻译官”培训。培训对象是近30家南开区异地商会和行业商

会的负责人，他们本身也是企业家，在各自行业领域是专家，但对新

的助企纾困政策还是“小白”。怎么让他们深入了解政策，做政策的

直接受益者，还要让他们变身政策和法规的“翻译官”，带动更多企业

传播解读政策法规，讲师们在“去专业化”上下足了功夫。

说百姓话，做百姓事，才能当好政策法规的“翻译官”。“去专业化”，

就是把政策法规的条条款款通俗化。减税降费、稳岗返还、创业贷款案

例，掰开揉碎地计算，把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实惠算得清清楚楚。听得

懂，学得会，好政策才是及时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至关重要。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

空气，对市场主体而言，不可缺少。聚焦企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重

点突破，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企业想知道什么就讲什么，让企业

知晓政策、了解政策、用好政策，才能更及时地破解市场主体的痛点、

难点和堵点。面对企业出的“题”，答好“必答”，还要做好“抢答”，让

政策深入民心，在企业落地生根。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怎么样，企业

最有发言权。政府的服务更精细，企业发展动力才会更强劲。随着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氛围更加浓厚，政府服务的精度广度更加深

化，一定能够激发更多活力，收获更多成功。

开一点“脑洞”“种”出新高度
在现场

■ 闫丽

深化科技创新 为制造业注入强劲动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我市的立市之本、强市之基。制造业要
不断发展壮大，就要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在产业链上不断向中高端
迈进。

对话人：
李春成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 朱绍岳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

最大政绩。”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加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回答好为谁创

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

业绩的问题，更加突出实干实效实绩，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政绩观，是党性问题、立场问题，

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党员干部的党

性修养、宗旨意识。只有党性坚强、摒

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

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决定了共产党员是人民公仆的角

色定位。可以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

人民性。城市治理，精细“绣花”；帮扶

企业，精准“滴灌”；民生服务，注重质

效……党员干部有什么样的价值追

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举措、现实成

效。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宗

旨，真正将“人民”二字熔铸到政绩观

之中，多从“人民需要”和“利于人民”

的角度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才能

让发展更有“温度”、惠民更有“厚度”。

树立了正确政绩观，关键在践

行。一切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思想

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美好期盼、同新时

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我们是人民的

勤务员，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就

是给老百姓做事的。”今天的改革发展

创新任务，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的

特点越来越突出，必须保持战略眼光，

增强统筹能力。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

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

看是否会有后遗症，解决一个问题，不

能留下十个遗憾。既要做让老百姓看

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

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从长远出发、从实际出发、从

群众利益出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深悟透了，也就找到了

打开工作局面的“金钥匙”。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20项民

心工程紧贴群众需要，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党员干部走进社区，

到群众家坐坐，办实事更深入更具体，进一步健全为民服务长效机

制……今天，我们接过了“接力棒”，就意味着接下了责任。把“为

民造福”随时装在心里，将群众感受、群众评判作为检验业绩的标

尺，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把好事实事办到位、办扎实，就一定能创

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

张玥：深化科技创新，制造业是一个主战场。在“制
造业立市”和科技创新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聚
焦“制造业立市”推动科技创新，是关键点、着力点。

李春成：“制造业立市”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

实践平台，而科技创新又能推进制造业的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两者形成良性循环，“制造业立市”就

会“立”得更加稳固。我市“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增强

创新策源能力，无论是积极培育战略科技力量，还是推动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都是进行科技创新的着力点。具

体到产业来说，我们可以利用信创产业优势，突出它的创

新引领和产业带动作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和

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同时，进一步加强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等制造业优势领域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尤

其是可以利用京津冀一体化优势，借力北京高端科创资

源，主动对接央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成果，合力

加大这些成果的产业化程度。这些都能提升制造业中科

技创新“含金量”。

张玥：在制造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企业无
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能
使科技与产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
为发展服务。您认为，该如何在“强化”二字上做文章？

李春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有很多，比

如利用各种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突出

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主导作用，支持它们牵头组建

创新联合体，加强产业创新生态的集成；加快高成长企

业的引育，形成初创、瞪羚、独角兽等企业梯次发展格

局，形成不同创新主攻方向。但无论如何，都有一点不

容忽视，即企业提升创新力的核心在企业家，他们有没

有创新精神，决定了企业在创新中的投入程度。增强

企业家相互学习的机会，通过交流和实践提高他们的

战略管理能力、激发连续创业精神，这对创新发展来说

十分重要。

张玥：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聚焦优化创新要素
供给，加快引聚高层次科技人才，持续壮大青年科技人才
和产业人才队伍，科技创新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为
制造业发展提供优质动力。

李春成：在引育人才方面，天津有切实举措，比如组

建了许多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聘请院士专家、联系领

军企业家、集聚工程师，采用协同创新方式助力产业发

展；也有有力政策，譬如《关于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我市将大力支持海河实

验室建设，对引进的顶尖人才及创新团队，实行“绿色通

道”+“政策定制”。这些都让人才的引育更加灵活、精准。

继续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就要给科技人才创造更多施展才

干的舞台，特别是充分发挥高新区、产业功能区、大学科技

园等载体作用，大力兴建国家级、市级创新平台，加强载体

创新能力与服务能力建设，让技术接得住、人才留得下。同

时要给予能牵头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创业人才特殊支持，扩

大创新人才储备。

张玥：深化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譬
如我市已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实行“揭榜挂帅”新机制，并借
此成功研制出纯太阳能汽车，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在重
大科技项目攻关中，这样的机制越来越凸显重要作用。

李春成：像“揭榜挂帅”这样的机制，不拘一格选人

才，能实现大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可以更精准、高效地调

动创新资源，做到优中选优。此外，它秉承的是目标导

向，只要能取得最终成果，“帅”可以自主确定研发方向、

研发过程、资源调度，这就能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能动

性。虽然作为一种新机制，还在摸索中，比如什么样的课

题更适合“揭榜”，还要靠更多实践来确定，但只要坚持进

行类似的体制机制改革，让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潜能被激发出来，就有助于培养更多优秀创新人才、

收获更丰富的创新成果。

机器有序、高效运转，离不开一颗颗螺丝钉的固定和

连接。推进发展也是如此。在实践中成长，在行动中磨

砺，不妨先从做一颗“螺丝钉”开始。像“螺丝钉”一样坚

守岗位、勤恳耕耘，无数微小的个体力量汇聚起来，就是

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将崇高的理想信念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在平凡岗位

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成为一颗透着亮、闪着光的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螺丝钉经过淬炼才不会生锈，人的

思想也需要时常自检，而实践是最好的熔炉。不断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常修常炼、常悟

常进、常思常为，就会让“应有的清澈和纯粹”成为自己的

鲜明特质和浓厚本色。

甘做“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在哪里。奋进新征程，无

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还是深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宏大发

展主题下，是一个个微观叙事，每个人都是“主角”。群众的

需求在哪里、发展的难题在哪里，工作的焦点就聚到哪里、实

干的脚步就迈向哪里，恪尽职守、尽己所能，甘做一颗永不生

锈的“螺丝钉”，牢牢拧在岗位上，才能更好地成就自己。

甘做“螺丝钉”，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能“钻”、善“挤”

的工作方法。面对再坚实的钢板，一颗小小螺丝钉也能将

其穿透，靠的正是一股钻劲和挤劲。这是一个自我加压的

过程。把压力变动力，在理论学习上钻进去，提高看待问题

的高度，掌握方法论；在工作中沉下去，结合实际分析研究，

将方法论落地为方法、战术，不断探索解决根本问题的制胜

招法。当认识不断提高、能力不断提升，处理大事小情，自

然也就更加游刃有余。

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人生需要在艰苦奋斗

中不断磨砺。不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宽肩膀长不出来、硬肩膀也练不出来。扎根基层、

服务基层，在基层一线墩苗历练、积蓄力量、砥砺品质，将根

扎得更实更深更牢固，才能在大风大浪、急难险重中经受住

考验。用“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奋斗品格展现自己

的抱负和激情，把人生志向转化为奋斗动力，立足本职埋头

苦干，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追求。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羊群效应”，用来形容个体的

从众跟风心理，这种心理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使

人陷入骗局或遭遇失败。“羊群效应”在网络生活中也屡

见不鲜。

前段时间，一位艺人跳健身操视频火了。他与妻子

一身运动短装，跳起“毽子舞”，在某视频平台吸引了

4700万“粉丝”，网络上也出现众多跟跳者。然而，一些

人没有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量力而行，甚至没有任何健身

基础，就瞎练一通，结果练伤了，有人因为运动过激导

致黄体破裂住院治疗，幸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盲目跟风容易“受伤”。当然，受伤的不只是身体，还有

很多网友跟风直播间里的“买买买”，让“钱袋子”很受

伤；也有追捧网红的断糖减肥法，被“伪科学”收割了

“智商税”……

网络风潮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跟风的现象

却层出不穷。“别人跳我也不能输”“人家能瘦我也能

瘦”，这是一种社会心理。不可否认，这其中有数字时

代的特点，也有网络营销的套路，互联网的即时性、社

交属性，容易造成刺激效应，形成眼球经济，加剧从

众心理。因此，越是在网络风潮正劲的时候，越要保

持冷静理性的头脑，才不至于迷失在网络旋涡中。

就拿健身来说，运动是为了健康，需要的是循序渐

进、量力而行。一味跟风用蛮力，反倒成了健而不康，或

受到伤害，或很快放弃健身，得不偿失。让生活回归理

性，多想一想适不适合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立足

实际，对产品、事物多一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考和分

析，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也会让生活的姿态

更加主动、自如。

有句话叫生活是一场修行，“修”的其实是一种乐观

积极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拒绝跟风，更重要的是建立

科学、合理的行为习惯。习惯有强大的惯性和势能，但习

惯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迷信“魔性”动作的

减脂功效，不如以科学和自律呵护健康；与其听从网红保

健品的美容“童话”，不如以良好的饮食结构、规律的作息

“养出”美丽……美好的生活，从小习惯、好习惯开始。这

个过程也许不会立竿见影，甚至可能存在反复，但逐步的

改善，好过轰轰烈烈的失败。

无论网络刮起何种风潮，自己擦亮眼睛，是不变的真

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涵养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

式，才是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走进天津滨海国际花卉科技园区，仿佛置身一片“花

海”：脚下、头顶，道路两旁，各种美丽的花朵映入眼中。

立体种养，实现空间利用最大化，小空间做出“大文章”；

智能控光控温、潮汐式灌溉、自动控肥、物联网……“土地

资源有限，想要实现花卉种植业的大发展，就必须开一点

‘脑洞’，学会在空间上做文章。”天津市东信国际花卉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铁顺说。

开一点“脑洞”是一种诙谐的比喻。但发展的契

机，往往就在这样的开“脑洞”之中。传统产业拥有深

厚的积淀，但往往也可能意味着“包袱多”。想要焕发

新生、实现更大发展，首要的是跳出原有发展模式的束

缚。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种“地”不一定要局限于土

地，“空中”也能养花。当然，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

业，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在利用空间上“搞点动作”，必须

依靠科技手段作支撑。唯有在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等

方面下足创新功夫，才能真正做到“闯”出新路子、“种”出

新高度。

用科技力量“武装”农民，让更多前沿科技创新成果

落到田间地头，就会有更大的产业发展活力涌现出来。

用林下养殖的蚯蚓，将畜禽粪污彻底进行无害化处理，

转化成无臭无味的蚯蚓粪有机肥，静海区忠涛蚯蚓养殖

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在武清杨家河村、在津南北义辛庄

村，稻蟹混养、稻蛙混养，充分利用空间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价值……从理念到实践，从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到集

约高效的全新道路，当“求新求变”成为一种生产生活方

式，让新的动能得到充分释放，才能端牢端稳产业发展

的“金饭碗”，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

发展新路。

“金饭碗”不是一劳永逸。以思路拓宽出路，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产业的量变与质变，方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经历风雨、应对挑战中不断成长。

施然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