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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数 手中有术
——在抓落实上当先锋、做表率②

■ 金之平

可以创新，但不能离谱
■ 张玥

■ 王化娜

妙用“楼门文化”
画好基层治理同心圆

■ 蒋丽莉

“贪吃蛇”变身的启示

■ 朱绍岳

“智”上发力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闫丽

挑上“金扁担”
让农民“慧”种地

对话人：

唐家龙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实现“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目标，离不开智能科技的加持。大
力发展智能科技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从“智”上
发力，提升产业发展之“质”，对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至关重要。

百姓的事，要时时放心不下。对

于党员干部来说，群众的急难愁盼，日

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都是需要时常

挂念在心的头等大事。

放心不下百姓的安危冷暖，体现

的是一种为民尽职尽责的担当精神。

如果缺少这种精神，就难以把准群众

需求的“脉搏”，难以摸清群众关切的

问题症结，工作也就很难做到位、做到

群众心坎上。只有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把“一枝

一叶”的小事当作“时时放心不下”的

大事，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待，

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才能用自己的“放心不下”换来

群众的“放心得下”。

时时放心不下，是念兹在兹，需要

定力与韧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松一阵紧一阵，再小的问题都有可能

解决不好，甚至会留下“后遗症”。无

论是难啃的“硬骨头”，还是难接的

“烫手山芋”，只要专注投入、坚持不

懈，总能找到突破口。立于心中的是

信念，落于脚下的是行动。群众问题

被接起的时候，也是检验党员干部能

力本领的时刻。千头万绪的事说到

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工作涉及方方面

面，要全面梳理，分清轻重缓急，以案

无积卷的勤勉作风，一桩桩紧盯不

放，一项项紧抓不松，把问题及时解

决，让任务高效完成。持之以恒地实

干苦干、尽心竭力，就能让群众幸福

生活更上一层楼。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关切是

否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是否得到满

足？反躬自省、自我检视，须臾不忘人

民公仆的情怀和本色，对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才会掌握得更加全面客观。昼

无为则夜难寐，只有始终保持“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才会把各项工作谋

得更准、抓得更紧、干得更实。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放心不

下，更应未雨绸缪。始终保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工作态度，以

严的作风、实的精神要求自己，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没有党员干

部的“辛苦指数”，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保持“时时放心

不下”的工作状态，不断提高推动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扎

实的工作成效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

可、信任和拥护。

张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智能科技产业无疑
是“重头戏”。信创产业已经成为天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要战略引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很强
的推动作用。

唐家龙：“现代”两个字，指向了高技术、高附加值

的发展方向，智能科技产业在这两方面有十分突出的

引领性作用，自然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特别是信创产业的发展壮大，不仅能帮助我们突破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在高技术层面上实现引领，

而且这一产业所包含的操作系统、芯片、数据库、基础

软件、应用软件等产品被广泛应用到其他产业中去，

提升产业附加值，从整体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可以说，我们抓住了智能科技产业这个龙头，瞄准信

创产业这个主攻方向，就把握住了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的关键点。

张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至
关重要。深化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才能迸发出更旺盛的
生命力。

唐家龙：实现“智能+”，可以降低传统产业生产成

本，提升生产效率，生产出更高级的产品，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求。这个融合过程中有两点至关

重要，一是从需求侧看，传统产业需要清楚意识到“智

能+”的融合点在哪里，否则即便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存

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融合。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科技

特派员等机制的作用，帮助这些企业补上短板。二是从

供给侧看，高校、科研院所要走进传统产业，建立合作机

制，把自己手中掌握的技术推广出去，形成更多应用场

景，拓展“智能+”的融合范围与力度。这样，传统产业的

发展才会产生更多可能性。

张玥：以往我们提到智能化，第一反应就是会带来
技术上的升级迭代。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进行审
视，无疑将智能化的作用狭隘化了。您如何看待智能化
所产生的影响？

唐家龙：智能化正在深刻地改变产业边界、制造

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比如，一间智能化服装

厂通过网络接收订单数据，根据顾客的需要生产不同

款式的衣服，实现个性化定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服

装企业变成了一家“数据公司”，突破了传统产业的边

界。而且制造方式也变了，以前是工厂生产什么，市

场就销售什么，现在正好反过来，是市场需要什么，工厂

就生产什么，将末端需求提前到了生产最前端。这时

候，企业内各组织部门的分工、管理人员对于生产的理

解，也必然要随着智能化发生颠覆性改变，围绕数据、信

息等要素来思考、运作。当产业中的大量企业都发生这

种“智”的转变之后，整个产业的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

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张玥：“数字赋能”是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主题。数
字化转型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大势，可以说，谁把握住了数字
化这个先机，谁就能在“智”上更好地发力，在现代产业体系
的构建中掌握战略主动。

唐家龙：数字化将数据作为要素引入生产中，智能化则

通过算法等手段让数据变得“聪明”起来，所以数字化是智

能化的基础，而智能化是数字化的升级。把握好数字化这

个前提、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两条腿走路。一要实现数字

产业化，通过发展信创等产业把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作为技

术支撑和创新驱动力量。二要实现产业数字化，为数字化

创造更多应用场景。数字赋能说到底就是数字技术在场景

中得到应用，只要能精准地捕捉住场景，就能催生新的产

品、服务、业态乃至新的产业，从而开辟出新赛道，让现代产

业体系得以加快构建。

抓好落实，知道干什么，更要清楚怎么干。做到心

中有数，吃透政策、摸清“下情”，做事有方向、破题有办

法、行动有力度，才能抓出实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现实情况掌握得准确全

面，处理问题时就有了客观依据，哪怕遇到新情况或突

发状况，也能很快厘清思路，从容应对。心中有数，手中

有术，置身改革发展一线，党员干部是抓落实的关键，对

形势看得清、问题看得准，在化解风险、解决难题时方能

把握主动。

做到心中有数，要勤动脑。一项政策举措，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什么，基本的东西搞不清楚，就不能与具体

实际有效结合起来，难免会有执行出现偏差或不到位

的情况。遇事先思而后行，多思考工作方法，不蛮干，

完成工作后，及时反思自己在工作中还需改进什么，还

需提升什么。勤于思考，才能高效执行、深入落实。比

如，助企纾困一揽子政策出台，既解决企业面临的现实

困难，更着眼长远发展。帮助企业最大限度享受政策

红利、为企业办事提供更多便利，必须把政策吃透，把

服务做好。

做到心中有数，腿要勤。落实的过程是具体的，对实际

情况掌握不足，办法举措就可能“水土不服”。就像搞农业，

讲究因地制宜，清楚“地”的情况，将适合的作物种上去才能

有收获。干工作、抓落实，也是同样道理。为群众办实事，

分为很多工作“大项”，想要办好，又涉及各种“小项”，必须

经过实地调研，才能摸清情况，找到对策。比如为群众打造

良好居住环境是“大项”，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停车方案需要

优化、健身设施需要完善，这些具体情况都是在推进中要抓

好的“小项”，多跑、多看、多协调，调动各方力量才能解决

好。基层需求千差万别，而且时时在变化中，只有深入实

际，对社情民意知底、有数，才能把落实的“力”更精准地落

到需求的“点”上。

心中有数，“数”是实际，是群众所思所盼，“数”也是大

局、大势，是纷繁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由“数”到“术”，

就要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贯穿到抓落实的全过程，

把问题装在心里、措施抓在手里，切实增强落实执行之功、

善事成事之功。方法实了，能力本领提升了，落实的效果自

然也就好了。

“中国女性服饰变迁”“秦始皇的功绩对中国历史的

影响”，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论文答辩题目，你大概率

会觉得，这是一场硕士或博士学位答辩。但如果再告诉

你，这是一场“小学毕业论文答辩”，吃惊之余，不知你会

作何感想？

近日，云南某小学举行的小学毕业论文答辩会引起

热议。答辩会在一个大礼堂中进行，台下坐满观众，台

上的学生结合PPT侃侃而谈。孩子们好像是在不由自

主地参与到一场汇报演出之中，配合学校完成了一次

“创新”表演。

除了形式上值得商榷，“答辩会”上研讨的题目也受

到网友们的质疑。不能否认，在信息时代，孩子们的眼

界更开阔、知识结构更优化，但即便如此，“中国女性服

饰变迁”“秦始皇的功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类题目，

就算是交给专业学者去研究，恐怕也要费上很大精力，

才能得出一些深刻的结论。小学生们在准备这些选题

的时候，自己有多大能力搜集资料、形成脉络、提炼观

点？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越俎代庖，以致“学生论文”

变成了“家长论文”？这是网友们质疑的焦点。学生面

对这些研究课题，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完成的话，就会把

整个“答辩”推向形式主义，对于孩子知识体系的形成、身心

的成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意在启蒙心智。从这

一点上来讲，采取一些有深度、有创意的教育方式，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潜力。但教育同样不能急功近利、揠苗助长。

犹记得两年前，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以一个癌症研究项目参

加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获奖，后因被曝光家

长“过度参与”，被组委会以“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

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项目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

本人独立撰写”为由，收回了奖牌。这样的事例足以给家长

和学校提供深刻警示：教育不能违背成长规律，让孩子在各

年龄段学到相应的知识、训练相应的思考能力，享受学习的

过程，远比取得那些“耀眼”的成绩或在“汇报演出”中获得

掌声更重要。

教育可以创新，但不能离谱。与其把一场“论文答辩”

搞得声势浩大，不如沉下心去思考，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更好

地成长。

公交是观察城市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看到

城市越变越美，也能感受到为民服务“越跑越快”。有市

民说，“以前，某些公交线像‘贪吃蛇’，恨不能把沿线人

多的站点全加进去。有的线路从头到尾82站，有的平峰

跑一趟得两个多小时。”如今在我市，“贪吃蛇”越来越

少，到达更快、线路更优的车越来越多，公交调密补疏做

减法，就是在做质与效的加法。

变换的是公交线路、不变的是为民情怀。如果说

以往像“贪吃蛇”一样的公交线路是为了解决“有没有”

的问题，那么如今优化线路就是为了满足“好不好”的

需求。走进“十四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更多期

待。过去盼望碗里有鱼有肉，现在更渴望吃上绿色有

机食品；曾经房子大一点便觉得幸福，现在还希望窗外

有赏心悦目的风景，出门有遛弯消遣的公园……需求

涵盖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看似琐碎，却撑起了群众对

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期待。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让百姓

心里更舒坦、体验更便利，让高品质生活成为更生动的

现实，就是为民情怀的实践指向，也是赢得群众信任和

支持的过程。

形势在变、需求在变，工作的思路也要转变。百姓生活

需要高品质，民生服务也要追求品质和效率。无论是民生

设施建设，还是为民服务举措，都不能满足于从无到有，而

是要从有到优。如何从高质量便民利民的角度去想问题、

干工作，检验着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初心，也映照着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水平。一名公交司机深有感触地说：“哪怕贵点

儿，年轻人也喜欢坐快线。”应变求变，就意味着不能总按老

规矩、旧套路办事，而是主动作为，不断打捞新需求新变化，

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新招法。提高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为

民服务才能更有层次、更有质感。

有了主动求变的思路理念，还要有马上就办的工作作

风。对看准了的事情，立说立行、尽快解决。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审批不断优化，“天津网上办事大厅”不断升级新版本，

从开办企业，到小客车调控管理等生产生活事项，九成以上

事务可网上办结，群众不用跑腿、不用见面，键对键、分分钟

就能办成事。多一些“我来办、立刻办”，多一些“无缝对

接”，凡事多想一步、服务更进一步，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

就能以新思维硬作风把为民服务的每一块砖石砌牢，打造

城市发展的美丽风景。

楼门是居民进出的通道，也是住宅的脸面。如果楼门不整洁，甚

至杂乱无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形象和公共文明。

最近，河北区建昌道街一些小区的楼门焕然一新，不仅变得干净

整洁，而且被设计成了文化走廊。建昌道社工站秉承“一楼门一特

色”的理念，开展楼门文化建设，带动社区自治能力提升。除了设立

楼门公示栏，公示居民公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便民电话等信

息，还根据每个楼门的特点，安装了书架、共享工具箱、镜子等各种便

民设施，有的则准备在楼道里挂上不同主题的居民自制画……“楼门

文化”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真正让楼门

“靓起来”。

社区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城市治理的“神

经末梢”。社区安，城市才能安，社会才能安。如何共建共治共享，凝

聚起社区治理的新力量，让居民拥有满满的获得感？把小小的楼门

建成文化阵地，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见缝插针，从小处着手，不放

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地方，让文化无处不在，让文明如影随形，正

是精细化治理的体现。

社会治理核心是人，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瞄准社区治

理的难点、堵点，我们就能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画好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同心圆。

看着一辫辫大蒜，闻着新鲜的蒜香，宝坻区林亭口镇的蒜农们心

头充满了喜悦。“高兴，不光是丰收啦，也是因为现在咱们的活计轻松

了，日子太幸福了。”播种机上接卫星、下对田垄，机械化收割按下“快

进键”……从种蒜用上了“北斗”，到收蒜的机械化，以往劳累的工作，

被机械轻松取代，摆脱了繁重的体力活，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产量，这也让蒜农们更有信心和底气。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农民种地挑

上了“金扁担”，“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蝶变，带来的是农业生产方

式和生产效率的全新变革。

从“会种地”向“慧种地”进发，让作物种植有“大脑”、农业生产有

“智慧”，要用好智能科技这把“金钥匙”。除了抓住人工智能、5G通

信等新基建提速契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在农村的布局，为发展数字

农业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保障外，还要将新的科技手段与种植理

念送到种植户手中，让“慧”农真正“惠”农。积极探索“互联网+农

业”新形式，线上线下相融合，帮助种植户打开销售渠道，也为种植户

增收延展出新空间。

“金扁担”一头连着农业发展的长远，一头连着农民的幸福生

活。做好农业加智慧科技的融合文章，大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让更

多农民挑上“金扁担”、挑稳“金扁担”，农业发展就一定能行稳致远。

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

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对网络主

播行为进行系统性、全面性规范。比如，坚持

健康的格调品位；引导用户文明互动、理性表

达、合理消费；自觉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等不良现象……这些规定，为网络主播从业

行为划定底线和红线，为净化互联网传播空

间提供了制度保障。

司海英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