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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用好“智慧城管"这把城市提升的钥匙，对于实现管理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精确定
位、优化问题处理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推动城市管理方式由粗放变为精细至关重要。

时评重 报重 报
CHONG BAO SHI PING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通过自查摸排、全面整改和专项
督查，促进幼儿园树立科学保教观念，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坚决纠正“小学
化”倾向，切实提高幼儿园科学保教水平，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据新华社）

点评：幼儿时期是健全幼儿身心发展、形成正确认知的重要阶段，其教育
最忌讳“急功近利”的思想。幼儿教育“小学化”违背了教育和成长规律，容易
挫伤幼儿的学习兴趣，引起家长盲目竞
争。教育应是循序渐进的，还孩子一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不妨从纠正幼儿园

“小学化”倾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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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下乡调研，听到一些镇村干部抱
怨，很多时间和精力被微信群“绑架”了：
各个条线、每项工作都会建群，工作无论
大小，悉数在群里传达布置，每天光是在
林林总总的群里刷信息，就要浪费不少时
间。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微信这种“指尖上的办公”，迅速便
捷，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但凡事
过犹不及，不能什么事都通过微信传达，
该通过其它方式发的通知还是要发；也不
能什么群都要求“一把手”在线，直接责任
人反而要到其他的群里听传达；更不能通
过微信群搞形式主义，比如有的部门不再
下乡督查，而是要求在群里上传几幅图、
几张表，借以“互评互鉴”。

微信群发布工作任务，不等于工作落
实。精简微信工作群，改变基层干部被微
信群“层层包围”的现象，才能让他们把更
多时间用在群众身上。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工作别被
微信群“绑架”》

近日，央视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仍有
部分APP没有提供注销服务，即使提供该
项服务，程序也比较繁琐。有些用户为了
能够注销账号，不惜故意违规，甚至是花
钱注销。账号注销在技术上并不难，但这
些企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用户数量
信息就是商业价值，在利益的驱使下谁也
不愿意轻易丢掉用户信息。注销难实际
上是对个人隐私权漠视的另一个缩影。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设立一个
不一样的隐私保护模式，这个模式应该
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
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集数据之初取
得个人同意上。”对于没有商业道德和自
律的企业，那么只有提高惩治力度，对于
那些打着小算盘，留着小心思的企业，让
其付出相应的高昂代价，方能真正保护
用户隐私权。不断完善的监管是利器，
同时，市场也是最好的调节器，想要在市
场中长久地生存，就不要让用户用了你
的软件就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上船
容易下船难。

——《钱江晚报》刊发评论《注册容易
注销难，别把APP变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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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树名木建立智能管理系统、对停车位进
行智能化改造、自动抓拍占道经营……近年来，
为推动我市“智慧城管”建设，主城各区城管部门
纷纷加大投入，苦练内功。截至目前，主城区已
完成古树名木近100株、停车诱导300套等设备
设施的智能化监测监控建设。（据《重庆日报》报
道）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管理起来千头万
绪。随着重庆城市体量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复
杂，城市治理的难度和挑战将越来越大。在此背
景下，提升城市品质，把管理做细做精，离不开一
个高效运转的“中枢”。这个“中枢”，作为处理分
析整个城市的指挥运行平台，必须以智能化、大
数据为依托，把市政公用设施、停车场等城市元

素统一纳入管理范畴，实现城市管理从“主动”到
“自动”的智慧转变。

为此，重庆按照“大城智管、大城细管、大城众
管”的要求，持续推进“智慧城管”建设，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重
庆城管委共受理市民来电来信30760件，按时结案
率保持在99%以上，主城投诉案卷回访满意度85%
以上。这充分说明，用好“智慧城管”这把城市提
升的钥匙，对于实现管理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精确定位、优化问题处理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推
动城市管理方式由粗放变为精细至关重要。

顶层设计看全局。用好“智慧城管”这把城
市提升的钥匙，要自上而下统筹规划。“智慧城
管”是系统工程，不能靠“拍脑袋决策”，要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树立系统性思维，做好整体谋划，
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以重庆
为例，“智慧城管”的前身是“数字城管”，早在
2007年就已经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2016年重
庆进一步明确了“智慧城管”“1322”整体架构和
建设任务，让政府在大数据和部门整合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从宏观层面上层层推进一个信息共用
共享、管理科学合理、服务主动高效的“智慧城
管”平台，架构起城市管理运行的新机制。

城市的核心始终是人。用好“智慧城管”这
把城市提升的钥匙，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活”，
但服务仍是城市管理的“内核”，要把力气下在和
市民的互动上。“智慧城管”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单
向管理走向城管和市民的互动共治。例如，重庆

通过深化“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和“市民城管
通”APP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拓展市民参与管理
的渠道，让城市的问题有人发现，有人巡查，有人
解决，有人反馈，让管理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闭
环。为城市管理插上“智能化”的翅膀，就是要促
进管理者与市民实现良性互动，从根本上改变管
理者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良好
格局。

给城市管理装上“智慧大脑”，以智能化为城
市管理赋能，用大数据为市民生活添彩，用“绣
花”功夫进行城市精细化管理。“智慧城管”这把
城市提升的钥匙，正在带领我们走向城市有序建
设、高效运行、品质提升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江津区从政策、资金、科技等方
面不断加大对花椒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推
行有机、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
花椒品质，同时延长花椒精深加工链条，实现
了转型升级，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把一颗
小花椒做成了大产业。据统计，江津花椒今
年产值超过30亿元，较上年增长7%。（据《重
庆日报农村版》报道）

除了江津花椒之外，涪陵榨菜、合川桃
片、酉阳青蒿、奉节脐橙、城口老腊肉等一大
批重庆地理标志产品，享誉海内外。这些地
理标志产品不仅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门路，
而且也成为了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
然而，也要看到重庆地理标志产品多而不强
的问题依然突出，乡村里一些土货卖不到好
价钱，导致优质农产品“名利歉收”。

所谓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
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
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
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在大
力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随着农民营销
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地理标志令越来越多的
农产品“名声大振”、价值提升。事实上，获得
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明显增

强。据统计，受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价格，
比其它同类产品价格一般高出 20%至 45%，
效益更佳。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于一体，立体气候明显，资源禀赋独特，生态
环境良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挖掘农产
品地理标志的独特优势，在发展地理标志产
品中具有独特优势。如何才能将地理标志产
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叫得响的地
理标志产品“名利双收”。首先，要借力精准
扶贫，积极培育与保护地理标志产品，增强地
理标志品牌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提高地
域产品的整体形象，让那些“养在深闺”的农
产品走进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其次，要下
大力气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延长地理
标志产品的加工链、价值链，充分利用电商平
台，让这些农产品获得更大的品牌溢价和规
模效应，不断满足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不断提升市民高品质生活，进而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

（作者系我市公务员）

让地理标志产品“名利双收”
□方辉

重庆大学A区球场，队长姚书荣正在场边吹罚训
练比赛。

训练之余，大爷们不忘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足球，给这群老人们带来更多的是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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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让广大球迷陷
入万众狂欢中。

足球的魅力有多大呢？在重庆，有一支成
立于1983年，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足球队，
61名队员们曾经的身份是运动员、裁判员、教
练、教师等，年纪最大的今年已经81岁了，他们
的偶像从老球王贝利、马拉多纳，跨越到现在的
C罗、梅西。当现场看他们踢过一次球，才会懂
得什么叫热爱。

热身、盘带、过人……每周二、周四早上8
点至10点，只要不是下大雨，老年足球队的队
员们都会按时到重庆大学B区运动场练球。

队长姚书荣，今年68岁。他15岁开始踢
球，如今是国家一级足球裁判。他有一只红得
发亮的口哨，其响声嘹亮，震彻云霄。姚书荣
说，这只口哨是重大建院体育教研组组长罗亨
锡送给自己的，已陪伴自己30多年，跟随自己
征战了很多重要赛事，如重庆市大学生“三好
杯”、重庆市冠军杯等。

81岁的王铭浩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
他9岁就开始踢球，至今已踢了70余年的足
球。王铭浩本是江苏无锡人，1965年到重庆红
岩机器厂工作，是厂里足球队的主力，他的儿
子、女儿都爱踢足球。

队员回光文还因足球赢得爱情。上世纪六
十年代时，回光文在重庆大学读书。曾是学校
足球队风云人物的他，在重庆市大学生足球联
赛、四川省省运会、全国大学生足球赛都拿过
奖。他的妻子，正是因为欣赏回光文在足球场
上的飒爽英姿，芳心暗许。还有74的杜茂学、
70岁的李家岷、62岁的屈强……队里的每个
人，无一不是因为对足球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而加入这支足球队。

“老年足球队的前身——红旗足球队，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曾在大田湾体育场迎战过捷克斯
洛伐克等国家的足球队；老年足球队也曾是四
川女子足球队的陪练。”姚书荣骄傲地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足球队曾在历届全国友好城市中老
年足球比赛中，拿下过3次全国冠军！

这群重庆老大爷这群重庆老大爷
踢了三个全踢了三个全国国

图/记者 郑宇 文/记者 李星婷

冠军冠军
队长姚书荣正在登记队员的身份证，准备报

名参加全国老年足球比赛。

喝一口茶，继续训练。

重庆大学A区球场，大爷们正在场上比拼。

平均年龄平均年龄6565岁岁，，最年长者最年长者8181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