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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激活企业家的力量，让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对于坚决
打赢深度贫困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举行的人才高交会
上，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毕业
生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香饽
饽”。某职业社交平台发布的
信息表明，人工智能职位数量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增长
了近8倍。随着近两年国内人
工智能行业的井喷，除了专业
公司求贤若渴，部分传统企业
也想招聘人工智能人才谋求
转型，无形中加剧了人才大战
的“白热化”。

事实上，全世界的人工智
能人才都比较匮乏。国外曾
有人用“像干燥的草原上起了
一把火”来形容近几年对人工
智 能 人 才 资 源 的 爆 炸 式 需
求。但相比之下，欧美在人工
智能人才储备量上还是占据
绝对优势，中国相对储备不
足，特别是缺乏尖端人才。目
前，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科学
家、工程师多是重金请回来的
海归“大牛”，但远远不能满足
需求。

在人工智能领域，尖端人
才不是“一个能顶十个”的概
念，而是很可能“颠覆一个行业”。这是因为，人工
智能是计算机、自动化、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
合，相关人才需要具备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图像
处理和模式识别等多种本领。除了尖端人才，普通
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存量也明显不足。我国人工智
能发展起步晚，之前国内高校在学科设置和就业引
导方面未能给予足够重视，许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
曾是“冷门”。如今热潮突起，人工智能相关应届毕
业生被迅速“吸”光，容易出现人才空档。

想弥补这个人才缺口，既要“引”，也要“培”。
最近国内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提
出加快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和青年人才，尽快形成人
工智能人才高地。《规划》中还明确，完善人工智能
领域学科布局，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
等。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产业要去“虚火”，人
工智能人才也要去泡沫。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招
聘人才，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如果抱着“先抢到再
说”的想法盲目跟风，不仅容易造成人才溢价，也可
能招来了和尚没经念，白白浪费了昂贵的薪水。

（原刊于《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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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则企业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新
闻引起广泛关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宣布：正式启动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未来 5 年
将投入100亿元到扶贫工作中；京东集团董事
局主席刘强东成为河北阜平县平石头村村委
会“名誉村主任”，并立下目标：全村脱贫，5年
内收入提高十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参与脱贫攻坚的理
念正在发生变化，“授人以渔”已逐渐成为共
识。比如，马云说，阿里巴巴要做的是帮助脱
贫，扶贫是授人以鱼，脱贫是授人以渔，就是自
己能够造血，自己能够钓鱼；刘强东则表示，要
走多元化扶贫路，将通过产业、电商等真正“授
人以渔”，帮扶贫困人群走上可持续的脱贫致
富之路。

尽管出钱出物是企业参与精准脱贫的有
效手段之一，但企业家的作用不仅仅是出钱

出物，更重要的是激活贫困地区的资源，带领
农村贫困人口对接市场，促进贫困地区长远
发展。当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拔寨
阶段，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就
必然要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
变，从扶贫济困式向开发式、产业式的扶贫转
移，从一次性扶贫向可持续的扶贫转变。在
这个转变过程中，企业家的参与往往是不可
或缺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到2020年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实现这一
目标，企业在扶贫链条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曾
有这样的报道：有些地方政府一厢情愿或吃力
勉强地做产业，花很多钱给贫困户建各种鸡羊
牛圈或一窝蜂种水果等经济作物，最后却因为

产品找不到市场，卖不出价钱，鸡羊牛圈渐渐
形同废墟，水果也烂掉不少。要解决这类问
题，恰恰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为此，要激活
企业家的力量，让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更
大作用，这对于坚决打赢深度贫困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对于产业发展、融资模式、产品营
销等方面具有优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他们
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比
较熟悉的优势，因地制宜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提出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利用市场机制
和市场手段搞活贫困地区经济。具体来说，企
业家要注重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有效
开发所扶助贫困地区的资源，努力使具体扶贫
内容与受帮扶对象和地区的资源、特点相吻
合，真正扶到点子上，扶到根子上。这样，才能
把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把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
展，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家参与脱贫攻
坚，政府部门也要升级服务，“引导企业家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政府要扮演好服
务者的角色，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提供
更贴心、更细致、更温暖的服务，使他们在推
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另
一方面，当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相关部门也
要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以提振企业家
参与脱贫攻坚的信心。企业家参与脱贫攻坚
是一种社会担当，也是发挥所长。只有充分
动员和汇聚更多企业家参与到扶贫开发中
来，让企业家成为“拔穷根”的有生力量，脱贫
之路才会越来越顺畅，致富之路才会越走越
宽广。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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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陕西西安市西二环开远门桥上发生38辆车连撞交通事故，事故
现场附近还有不少骑行的路人摔倒。而事故的起因，竟是因为洒水车洒水
造成路面结冰所致。（据央视网）

点评：“洒水成冰”酿事故年年有，舆论对此反复批评，这显然不完全是
天气原因。在城市管理方面，只有下
大力气练好“绣花”功夫，把城市公共
管理与服务每一环节都做细做实，才
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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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重庆网上行政审批系统办件量
突破了1000万件。据了解，我市开展网上
行政审批改革以来，使单项审批时间最多
减少70%，普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行政
审批效率提升50%以上。当前，全市网上
办件数量正在逐月加速递增，办结率
98%，满意率97.6%，超期率不到1%。（详
见本报报道）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走上
发展快车道，跑出民生加速度，就必须加强
时间观念、提高办事效率。慵懒、懈怠、拖
沓的习性，低下的办事效率，必然会拖发展
的后腿，制造百姓办事路上的“栓塞”“梗
阻”。我市力推的网上行政审批，发挥互联
网的优势，精简了审批繁杂环节，让行政审
批效率提升50%以上，扎扎实实为百姓打
通了一条办事的“快车道”。

数据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网上
“好办事”，就能为百姓多办事。当政务插
上互联网的翅膀，对于办事效率的提升可
以说是立竿见影。办事不难了，办事不慢
了，办事不繁了，曾经“跑断腿”的事儿如今
足不出户就能办妥，曾经的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变成了马上办、及时办，百姓方

便了，对政府的好评度和点赞数自然会蹭
蹭上涨。

当然，“互联网+政务”不只是硬件升
级，内核更应该是服务的升级。而服务的
升级，则包括服务态度、服务理念特别是服
务能力的升级。政务服务网络平台只是工
具和载体，真正的服务者还是我们的职能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只有想得更周全、做
得更到位，更多的便利才能得到释放，更多
的获得感才能从中产生。以服务理念升级
推动技术升级，是“互联网+政务”的内在
逻辑，也是确保网上行政审批不断提质增
效的驱动力所在。

尽可能把方便留给百姓，尽可能为企
业节约时间成本，行政服务就应该在服务
理念和服务平台上不断升级。如此，才能
转化出更多生产力、更多创造力，激发更多
市场活力和释放更多民生幸福感。让数据
多跑路，让办事效率提速，就是为发展加
速，就能提升民生满意度。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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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的桥梁
纽带，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自2016年10月《垫江县加强基层商会建
设的意见》出台以来，该县26个乡镇（街道）已
实现商会组织全覆盖，成立行业商会组织6个，
异地商会组织3个及垫江县青年商会，进一步
建立完善了全县商会组织。与此同时，该县通
过探索建立以商会组织为基础，成立党组织，
设立非公经济服务站、法律服务站、“脱贫攻
坚”联络站、招商引资联络站、“光彩事业”联络
站，逐步搭建起“六位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
为充分发挥商会组织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公益活动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助力脱贫攻坚
乡镇商会全覆盖

砚台镇登丰村，葱郁的花椒树连片而立。
赶上挂果季，青涩的果实竞相生长，密密扎扎
间，预示着又一年丰收在望。

“根据垫江的地形、土壤、日照特点，使用

主枝回缩修剪技术，可以提高花椒产量。”地头
上，农技员正忙着对多名花椒种植户进行免费
技术培训。“春刻芽、夏短截、秋拉枝、冬摘心”
的修剪技巧，让椒农们受益匪浅。

这是今年3月，垫江县砚台镇花椒产业基
地的一个普通画面。而类似这样的技术培训
在砚台已成常态。

“事实证明，主枝回缩修剪技术确实大大
提高了收成，这门手艺，管用！”忙活了一年，面
对“轧账”后的收益，农户冷德全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

大力发展花椒产业，是砚台镇优化产业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依托商会组织
的人力、物力优势，砚台镇商会将服务触角不
断向花椒产业延伸，积极投身当地脱贫攻坚。

比如为推广青花椒主枝回宿矮化新技木，商
会组织了近50场培训，还特别开设了针对贫困家
庭的花椒技术培训班，帮助当地花椒增产一倍以
上。12户贫困户通过花椒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
万元以上，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发挥基层商会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将基层
商会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可以走出一条精准的
脱贫之路。”垫江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砚台商会的助力脱贫，只是一个典型。发
挥商会组织中会员企业吸纳劳动力较强的优

势，打造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平台，更是在垫
江形成了一大特色。

据介绍，垫江县已设立36个商会“脱贫攻
坚”联络站，由各乡镇（街道）商会负责与当地
党委、政府对接当地贫困家庭劳动力情况，对
有就业需求，通过技能培训能够达到上岗要求
的贫困家庭人员，按照自愿原则在商会组织体
系企业中自主选择就业企业，这样既助推了脱
贫攻坚工作，又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

自商会“脱贫攻坚”联络站成立以来，通过
开展42场次的走访慰问贫困户活动，针对500
余名群众举办了12场技术扶贫培训班，解决了
600余名困难群众就业问题。同时，活动中还
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入学200余人。

比如，长龙镇商会通过设立“脱贫攻坚”联
络站，组织召开了2次当地贫困家庭专场招聘
会，推荐解决就业人员32人，建卡贫困户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满足了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获
得较稳定的收入的现实需求。

服务农村经济
超市开到家门口

“日用百货、柴米油盐，就在家门口，啥都

能买到，方便得很！”几乎每天，高安镇居民蔡
秀林都会到住家附近的喜万家超市去逛一
逛。在这里，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过日子全
靠它了！”蔡秀林笑着说。

去年12月21日，高安喜万家购物广场开
业。自此，高安镇有了业态最全、环境最优、
价格最实惠的购物超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不到1年时间，超市不仅早早实现了盈利，
更是为当地村镇居民提供了极大的生活便
利。

高安喜万家超市的从无到有，正是垫江县
商会抱团发展的一个成果。

为应对当前快消品行业在互联网冲击下
的转型发展需求，2016年 6月，垫江县快速
消费品商会成立。在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
的指导下，该商会针对城区商业环境趋向饱
和的实际，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决定走一条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制定了“乡村
永辉”发展战略——在乡镇抱团打造“喜万
家”连锁超市。如此一来，这样既实现了差
异化竞争，又切实解决了广大乡村群众的购
物需求。

高安喜万家超市，就是快消品商会“乡村
永辉”的第一次尝试。在此基础上，今年5月，
喜万家太平店开业。目前，第3家连锁店位置
也已敲定，正待签约。按照计划，垫江县快消
品商会计划在3年内，力争在有条件的乡镇开
设100家超市，实现规模化效应。

“积极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强化商会
优势，将为‘乡村永辉’超市的抱团发展，开辟
更为广阔的空间。”快消品商会相关负责人透
露，未来商会还将利用工商联的优势，横向联
系各个地方商会，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以便
更有针对性地实现有效城乡供给。

“将市场放在乡村，既解决了行业转型升
级的需求，又服务了农村经济发展，快消品商
会的实践，可以说是利用商会组织创新探索出
了一条传统产业转型的新路。”垫江县委统战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搭建网络平台
农特产品销全国

“网络销售，有人帮到卖，既省心，还能打
开销路。”新民镇明月村村民陈平是一名葡萄
种植户，过去由于葡萄品种、卖相等原因，销售
一直不甚理想。今年，借助青年商会异业联盟
销售平台，由专业人员帮他进行电商运作，“生
态、自然、环保”的牌子打出去，葡萄卖得火热，

销售额实现大幅提升。
据悉，为更好地发挥商会优势，履行社会

责任，该县青年商会创新推出“亲青家园.异业
联盟电商商城”模式。据介绍，该模式最大的
特点在于，进入该平台的企业商品之间可以通
过异货方式实现货物交换。此举不仅能帮助
商会会员企业的商品在线上形象宣传、推广和
销售，提高客户服务体验质量，而且产品售后
更有保障。同时，结合城乡一体发展，将眼光
投向农村市场，帮助垫江农特产品走出重庆迈
向全国。

不仅是葡萄，通过该平台，垫江的花椒、土
鸡蛋等各类特色农产品纷纷“上架”，通过网
店，走向了全国。

“青商会要把握时代脉搏，坚定信心投身
发展大局，勇于创新拼搏，履行社会责任……”
2016年12月16日，垫江县青年商会在成立时
作出郑重承诺。该商会是以全县工商界青年
企业家及非公有制企业青年高层管理者为主
体自愿组成的联合性、非营利性组织。会员单
位覆盖制造、餐饮、地产、生态农业、建筑、科
技、旅游等行业领域。

按照章程，青年商会组织将在推动经济发
展、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其
中，履行社会责任被作为一项重要职能，被置
于突出位置。今年以来，青年商会相继开展

“喜迎十九大、关爱环卫工”大型公益活动，邀
请全县环卫工人共进晚餐；开展“金秋行动、光
彩助学”活动，筹集资金32.4万元，资助100名
贫困家庭学生等。

李柄蔚 陈小东
图片由垫江县委统战部提供

近年来，垫江县委把统战工作纳入全

县全局工作的重要内容，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考核机制，形成了“县委

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

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在此背景下，该县高度重视加强商会建

设，充分发挥商会助推发展作用，在服务“三

农”，特别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生态增

值等方面，探索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

路。下一步，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要求，该县将通过进一步健全完

善“六位一体”商会管理服务平台，深入推动

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起步、群

众生活富裕。

主办 重庆日报《重庆统一战线》杂志社

乡村振兴“垫商”助力
垫江积极发挥商会作用激发“三农”发展活力

砚台镇商会对农户开展花椒栽培技术现场指导

“喜迎十九大、关爱环卫工”大型公益活动

组织商会会员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