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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要把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振兴乡村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做好，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凝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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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任务“添砖加瓦”，工作标准“层层
加码”，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上级要求，
促进工作落实，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损害了
决策部署的严肃性，减弱了上级机关的权威
性，挫伤了基层的积极性。层层加码，看似
态度积极，实则不科学，是十分有害的“积极
性”，是假积极、假落实。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评论《层层
加码不是真落实》

文化成为全社会的时尚谈资，说明在人
们认同的价值体系里，文化代表着一种更
高、更美好的价值。这种对于文化的热情、
追求和向往弥足珍贵。但另一方面，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缺乏审美能力
和文化素养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都
在热传一些反常识、反文化的养生偏方和小
道谣言。两相对照，更足以说明要对这种

“文化热情”因势利导，将之引向深入、做细
做实。当“故宫跑”转化为全社会对于文化
生活的普遍热情和全面追求，文化艺术的繁
荣就指日可待了。

——《光明日报》发文评“冲刺”看名画
的“故宫跑”现象

我们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人学
识渊博，而挂名出书的现象启示我们：真正
重要的不是数量等身，而是质量等身。职称
本质上是为了展现一个人真实水平和素养
而设定的评价体系，只有健全评审机制、理
顺工作方法，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留得真金，
激励各个领域的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挂名出书”
侵蚀职称成色》批“挂名出书”学术乱象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多年来国家一
直强调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之道颇多，比如
深化“放管服”改革，其中推进法治是重中之
重。没有法治保障，营商环境就不可能得到
优化。对于正派的投资商来说，他们到某地
投资，不怕政府部门讲法治，怕政府部门不
讲法治。讲法治，财产权就能获得尊重，无
需担心会被“关门打狗”。

——《中国青年报》发文《拿什么破解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评毛振华控诉亚
布力管委会事件

日前，新华社记者揭露了基层的“空心笔杆子”现象：有些科级单位竟设“办公厅”，
一些被领导倚重的笔杆子整天埋头码字，没时间学习和调研，只能从材料中来，到材料
中去，在形式上下功夫，滋长了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等文牍主义。（据新华社）

点评：“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里这样勉励我们奋
斗，“空心笔杆子”现象无疑是形式主义的表现，是
要狠纠的“四风”现象。基层少些“空心笔杆子”，
多些脚踏实地的“泥腿子”，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
策部署才能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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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杰出青年”，竟然连“两学一
做”是什么都不知道，自我膨胀、胆大妄
为、目无法纪，最终变成一个违纪违法的
反面典型。日前，《中国纪检监察报》登载
了对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原党委书记、理
事会主任简纯林严重违纪问题的剖析，引
人深思。

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在事业如虹、
志得意满时最容易放松警惕，这恰恰也是
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因此，一个党员干
部在成功和顺境时更要正确看待自己，避
免重蹈“杰出青年”简纯林的堕落覆辙。

有个历史典故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孙
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很多人都来祝贺。
有位老者穿着丧衣、带着丧帽来吊丧。孙
叔敖不解，问老者。老者说：“当了大官，
对人傲慢，百姓就会离开他；俸禄优厚却
不满足，祸患就会到他身上。”

老者的话，对今天的党员干部仍有借
鉴意义。现实中，有的干部任职时间越
长，越认为这个职务只有自己能做得好，
从而看不起同事和群众，听不下意见；有
的职务升迁后，认为自己了不起，从而在
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有的认为自己高高在

上，不愿意和普通群众交朋友；有的认为
自己劳苦功高，拿一点贪一点不算什么。

殊不知，很多人做出成就，赢得别人
的尊重，都是从正确看待自己开始的。常
怀谦虚之心，就能多一份清醒。如果看不
到自己的短处和缺点，目中无人，飘飘然
起来，那么就会裹足不前，甚至倒退。一
些干部独断专行，除了和霸道作风有关
外，很多时候还和这些干部没有正确对待
自己有关，认为自己职务高、能力大，什么
意见和看法都是正确的，别人就应该服
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最终都要跌跟
头。

古往今来，无数鲜活的案例告诉我
们，什么时候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距失
败不远了。“杰出青年”简纯林的堕落，再
次警醒党员干部，即使地位高了，权力大
了，但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应该丢，更要时
刻保持头脑清醒，时时处处做到防意如
城。

（作者系江苏公务员）

志得意满时更要“防意如城”
□肖华

时评重 报重 报
CHONG BAO SHI PING

最近，巴南区丰盛镇桥上村的“振兴书屋”
火了。它成了当地村民休闲最爱去的处所。据
悉，“振兴书屋”是当地一返乡党员个人出资自
建的公益农家书屋，书屋取名“振兴”，目的是号
召大家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一起
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据《人民日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了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让广大农民深受
鼓舞。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吹响了振兴乡村的奋进号
角。将“振兴书屋”置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重新
审视，就能发掘出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前，农家书屋对农民来说或许还是一个

陌生的名词。如今，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在
广阔农村涌现，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
活。当前，各地结合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表现出了改变
乡村发展现状的超强机遇意识和行动能力。从
农家书屋这个载体汲取营养和吸收力量是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突破口。

农家书屋，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农村建设
的文化阵地、为农民提供阅读服务的场所。一
间书屋看似微小，但其对推动文化扶贫、缩小城
乡文化差距、增强农民文化自信的意义不容小
觑。特别是，在助力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上正
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振兴书屋”无疑就
是农家书屋在农村“遍地开花”的一个缩影。

现实中，与发展产业、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相比，农家书屋建设的作用不是特别显著，所以
它往往容易被忽视。个别地方只是把农家书屋
建起来，却没很好用起来，书屋变成了无人问津
的“图书仓库”，甚至有的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检
查，搞形式、走过场，将农家书屋当做摆设。这样
的行为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任其发展，提升农
民文化自信的愿望很可能就会沦为泡影，无法为
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
精神风貌怎么样。”一个农民良好精神风貌的养
成，离不开他自身改变的强烈愿望，离不开浓厚
文化的长期熏陶。而作为农民“文化粮仓”的农
家书屋，无疑就承载着这样的使命。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时，要花大力气把农家书屋建设好、

维护好、利用好，真正将其打造成为农民提升素
质的“新阵地”、村风文明建设的“加油站”。

泰山不辞细壤，方能成其高；河海不捐细
流，方能就其深。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要把
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振
兴乡村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做好，把各方
面的力量都凝聚起来。一间“振兴书屋”的力量
或许是微小的，但是只要农村涌现出更多的“振
兴书院”“振兴合作社”“振兴电商”等平台与载
体，越来越多人自觉加入到建设乡村的行列中
来，乡村振兴就一定能迸发出更强劲、更持久的
能量，让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美好愿景早日实现。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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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龙

2017年12月4日，由市中小企业局主办、
市企业管理学校承办、各区县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和相关机构协办的2017年三大培训（中
小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创业者培训、
创业辅导师培训）圆满结束。3个月时间，共
培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10期1100人、创业者
8期850人、创业辅导师2期90人、区县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清华大学培训班1期45
人、互联网+产业专题培训2期300人，合计
2385人。

本次培训在地点设置上充分考虑了学员
就近参加的需求，不仅在合川、忠县、涪陵、黔
江、江津、永川、云阳、开州等区县设置了教学
点，还首次在重庆曙光楼宇产业园和九龙坡陶
家楼宇产业园开设了教学点。培训以开放式
专题讲座为主，集中交流与实际问题研讨相结
合方式进行。教师既有高校专家学者，也有创
业成功的企业家，还有主管部门领导。培训课
程包括《现代市场营销》、《创业机会识别与创
业项目选择》、《创业路径》、《小微企业扶持政
策解读》、《智能制造的内涵及推进策略》、《大
数据条件下的互联网+转型战略》、《人力资源
管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投融资与企业风险防
控》等。

为创业增智力
提升创业者的创业能力

去年11月，云阳滨江路上，一家名为先锋
的机修厂开张营业。和类似生意通常需要漫
长的市场培育周期不同，这家小厂开业第一月
就赚到了2万元，人手不够，还多聘了3名员
工。

创业旗开得胜，先锋机修厂的老板胡粲可
谓感慨多多。2003年从部队退役以来，他沿
海、内地多处跑，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意，
但总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在云阳银海
市场开起了一家副食店，投入5万元，但缺少稳
定的客户，不知道如何去定位、设计和宣传自
己的店铺，维持了3年的时间，最终不得不以亏
损关门。

全市中小企业局系统举办的培训，给胡粲
的人生带来转折。今年9月，他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参加了重庆市中小企业局在云阳县新时
空计算机培训学校开展的一期创业培训班。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自己过去的失败找原
因，为下一步的创业找方法。

这次培训的内容，让胡粲耳目一新——第
一步，创业者评价；第二步，建立一个好的企

业构思；第三步，评估市场；第四步，企业的人
员组织；第五步，选择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
第六步，法律环境和责任；第七步，预测启动
资金需求；第八步，制定利润计划；第九步，判
断企业能否生存；第十步，开办企业、结业考
试。

在教学形式上，培训以讨论式培训为主，
引导性培训为辅。通过集中办班授课，课堂讲
授采用情景模式、学员分组讨论式、学员互动
式、企业模拟游戏式，老师案例分析，多重并举
注重实效。

“真是招招见血，系统性回答了我的全部
疑问，听起来非常过瘾。”胡粲说。培训中，胡
粲认真聆听老师的每一个教学重点，并与老师
深入分析他自己的创业经历，寻找失败原因。
通过3天的培训，他以独到的创业构思在参训
学员考评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培训结束后，胡粲结合自己此前在船舶机
械加工维修厂的工作经历，拟定了创业思路，
决心创办一家数控加工、机械维修门店。但新
的问题来了，如何找门面、哪儿才能采购到合
适的机械、如何聘请工人、如何拓展业务，他一
窍不通。

怎么办？创业者胡粲首先想到了自己的

创业导师，他回到云阳县新时空计算机培训学
校。在老师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市场评估，完
成了机械采购，也得到了无偿的技术支持，终
于成功创业。

为创新添动力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2017年11月，南充市营山县，周厚亮开办
了自己的第四家影城，共7个影厅1118座，每
天最多能满足6000余人的观影需求。至此，
这名80后企业家已经在重庆和四川开办了4
家影城，每年为国家创税上百万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厚亮频繁开办影
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动因之一，竟是市中
小企业局举办的多次培训。“每一次培训，我都
会学到新的管理知识，并对既往的经营进行系
统性总结，再把这些知识和经验投入到新的管
理实践中去，总是能提升效率，节省成本，生意
越做越顺。”他说。

2015年5月，在外闯荡漂泊多年的周厚亮
回到永川，参加了全市中小企业局系统举办的
第一届创业培训，又于当年6月在重庆市企业

管理学校参加企业高级经营管理培训。两个
月后，他就在永川金科金街开办了第一家影
城。2016年2月，周厚亮在眉山市东坡区苏源
路开办了第二家影城。2017年1月，他位于宜
宾市长宁县竹海温州商城的第三家影城顺利
开张。

和周厚亮一样，通过全市中小企业局系统
和市企业管理学校培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
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案例还
有很多。

例如，九龙坡区百可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
中心承办“2017年重庆市中小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第六期培训班”之后，在对参训的128家企业
负责人进行回访时发现，和培训前比较，这些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新常态下企业经营风险
管控和创新发展、中小微企业智能制造转型、
产业提升、“互联网+”及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等问题，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

其中，115家企业明确表示从培训中受到
启发，将通过“互联网+”解决中小企业运行成
本高、产品销售难、生产计划难、数据融资难、
技术创新难、个性定制难、资源整合难、智能制
造难和假冒防治难等难题。

培训过程中，10多家企业与参与授课的人
力资源专家刘忠群、投融资与风险管控专家王
宏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专家将帮助企业引入
科技基金、PE、VC等风投资金。

为合作搭平台
参训企业找到合作契机

把企业家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聚在一起
集中学习，不仅能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还能增
进合作，创造出新的商机。

重庆鑫亿金属桥梁结构公司是一家从事
桥梁支座、桥辽伸缩缝，橡胶止水带、盾构管片
及防水材料等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维
保服务于一体的企业。公司拥有进口各类数
控加工设备、CO2气体保护焊、点喷涂生产线等
完善的专业加工检测设备，具有一批高素质管
理和科技研发人才。

尽管设施先进、人才济济，企业负责人何
德培却一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生产不饱和，
设施和人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闲置。裁员吧，
工程项目来了需要大量的人；不裁吧，负担重。

带着上述问题，何德培带领公司高管一行
7人参加了2017年重庆市中小企业高级经营
管理人员培训班。

在培训过程中，公司所选派的参训团队认

真倾听导师的每一个知识要点，同时也与其他
参训学员交换心得，寻找可以资源整合与共享
的合适企业。3天的培训结束后，何德培他们
欣喜地结识了同处云阳县人和工业园区的新
朋友——重庆市锦艺硅材料公司。后者是目
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硅材料
生产企业，产品广泛用于航空航天、电器绝缘、
精密铸造等行业。

和鑫亿公司公司一样，锦艺公司也面临相
同的管理成本高企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进
行资源整合，首先从共性的基础服务开始。目
前，两家公司实行后勤人员资源共享，共用同
一个食堂、公司安保和清洁连片制度等，人力
资源臃肿难题得到一定程度化解。

缩减管理成本，只是双方合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抱团发展，则更加能发挥产业协同效
应。由于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有不少交叉
点，双方正准备寻找在技术与销售渠道上展开
合作。

在合川，培训过程中，主办方组织了汽摩
行业10余家企业到重庆文达机械制造公司参
观学习，最终促成了云天机械公司与渝记涵城
机械公司、文达机械公司与红亿机械公司等多
方的合作。

在九龙坡，通过培训的互动交流，促成了
52家企业实现技术转化和技术交流的无缝对
接，11家企业实现转型变革与智能改造的衔
接，其中宏钢数控已与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工程
总体专家组成员尹超就智能数字工厂的改扩
建达成合作意向，投资额高达4500万元。

在黔江、在涪陵、在永川……凡是参加了
重庆市中小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班的
企业家们都对参加培训取得的实际效果和收
获大加赞赏。市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针对企业人才
需求，实施人才培育“五领”工程，即“金领”人
才培育工程——中小企业顶尖人才培训、“白
领”企业管理人才培育工程——中小企业高级
经营管理人才培训、“银领”人才培育工程——
创业者培训、“蓝领”人才培育工程——企业技
术工匠培训、“引领”人才培育工程——政府管
理人才培训。通过“五领”工程的开展，建设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人才队伍，全面
提升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能力。

市中小企业局推出“三大培训”

为创业增智力、为创新添动力、为合作搭平台

潘锋 图片由市中小企业局提供

2017年举办第二期互联网+产业专题培训班，组织学员到仙桃数据谷参加“2017中国实体企
业产业互联创新发展论坛（重庆）”峰会。

2017年举办第一期创业辅导师培训班，组
织学员参加破冰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