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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
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总书记一番暖心的话，让企业家们倍感
振奋。今天，我们摘编了几篇读者来稿，一起探讨企业家如何在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
提升自己，成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李瑛

时间差，本是排球运动技术名词。队员进攻时，利
用对方拦网队员起跳时间的误差，达到突破对方拦网
目的的一种打法。在体育比赛中打好时间差，对球队
得分是很有利的。但如果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打

“时间差”，就可能导致虚假脱贫、数字脱贫，影响脱贫
攻坚的成效。

近日，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丹东市宽甸满族自
治县长甸镇副镇长孙志国等人虚报脱贫问题。据报
道，在贫困户李某家危房改造尚未动工的情况下，村

“两委”就提前将其作为脱贫户上报“摘了帽”，至今李
某还未入住新房。房子还在盖，就急匆匆给贫困户“摘
帽”，表面上打的是“时间差”，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表
现。

脱贫攻坚以来，大量一线干部全情投入、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每年
才有数以千万的贫困户群众脱贫，住上好房子，过
上好日子，这确实是让人欣慰的。但也要看到，在
脱贫攻坚一线，个别帮扶干部作风不严不实，在脱
贫中弄虚作假，画饼充饥，一个明明未脱贫的贫困
户群众，在房子“八字没有一撇”情况下，却虚报其
脱贫。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各地
纷纷立下“军令状”，层层签订责任书，确保扶贫工作扎
实推进。重压之下，一定要警惕形式主义。一个贫困
户，是不是真正脱贫，不能靠“算账”，而是要看贫困
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看他们是不是真正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关键时候，
越要响鼓重锤，决不能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东
西。对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坚持发现一起纠正一
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扶贫工作务实，帮扶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

脱贫岂能搞“时间差”

□邓海建

从山东聊城到广西梧州带孙子的老木匠
王德文，不用钉子、胶水，一榫一卯做出鲁班
凳、木拱桥、会行走的小猪佩奇等木器，让中国
传统木工技艺绽放出令中外人士惊叹的光
彩。王德文，就是最近走红互联网的“阿木爷
爷”。

百万粉丝、上亿流量，“阿木爷爷”展现的
“神秘中国技术”，不仅引发国内媒体关注，更
让国外网友叹为观止。因制作了由42根榫卯
棱、4根榫卯柱、1个榫卯基，外加27道锁环环

相扣构成的世博会中国馆模型，王德文被网友
誉为“当代鲁班”。

木工手作，最见匠心。木色、纹理、质
地、造型，锯、刨、凿、磨，各有讲究、各有传
承。老手艺属于“慢生活”，散落在不紧不慢
的时光里，讲述着美好的市井生活。在千篇
一律的机器生产面前，老手艺固然比不上流
水线的效率，却镌刻着千物千面的独特之
美。

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上，“阿木爷
爷”成为继李子柒后又一位大火的中国网
红，视频累计播放量近 2 亿次。让“阿木爷

爷”走红的，是他精湛的榫卯技术。在微缩
版世博会中国馆模型上，每一个凹槽、小孔
都严丝合缝——与其说这是一个匠心独特
的玩具，不如说是展示中国传统木工文化的
样板。

“阿木爷爷”火了，再次印证了“越民族越
世界”的道理。在对他的火热追捧背后，是世
人对传统技艺与文化的认可。一则，老手艺人
的举手投足之间，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
光时刻。不用钉子，只用榫卯，仿佛是“脑海里
自带CAD系统”，此般智慧，令人赞叹。二则，
老手艺强调的是匠心独运，万物人为本，以情

怀成事、以心血传承。
后工业时代，相较于冰冷的器械和物件，

手作显得更难得、更温润。这倒不是说人类非
要倒退回结绳记事的年代，而是不管文明进化
到何种程度，用心做事、用情造物的坚守，始终
是物质生产的价值底线。

今天，当老手艺遇上“互联网+”，古老的
文化和智慧光芒四射，濒危的技术和工艺得
以存续，搁浅在岁月码头的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终于有了乘风破浪的可能。“阿木爷爷”
成了世界级网红，至少说明两个道理：一方
面，传统工艺不可断代，这是文化与文明之
根；另一方面，质朴匠心尤需承续，这是文化
与文明之魂。

如果说老物件是时间的积淀，那么，老手
艺就是历史的馈赠。让更多的“阿木爷爷”走
到前台来，让更多的技艺坚守者被肯定与赞
赏，中国文化必会更繁盛、更自信。

“阿木爷爷”走红背后的匠心

议论风生

□饶思锐

暴风雨将至，智慧气象“四天”系统可以预测；哪里
有地质灾害隐患点，相关的信息系统能24小时在线监
测；面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灾情，专业地灾监测设备还
能提前预警……入汛以来，面对连日强降雨带来的险
情，重庆涌现出大量“黑科技”，助力防灾减灾。

各种水陆空“神兵利器”大显身手，也充分证明了
科技防汛抗涝的“硬实力”。从无人机、抛投机，到水下
机器人、水下探视仪、5G智慧无人救生船，越来越多高
科技含量的抗洪“神器”投入到防汛抢险一线，发挥出
非人力所能及的作用，成为防汛救灾的重要力量，使得
抢险救灾工作更高效、更智慧、更及时，指挥调度也更
精准、更科学、更有力。

抗洪抢险和治理内涝的科技创新实践提示我们，
必须要越来越重视发挥科技的力量，凸显机械化、信息
化、智能化的作用。大城智管从来都不是一句空口号，
而是体现在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极易忽视的
细节处。如在城市内涝的治理方面，可以对积水点进
行智能监测预警，在网上实时预报积水点的积水深度；
还可以联动交通信号指挥体系进行信号灯管制，提示
车辆绕行，从而降低内涝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再进一
步，还可以发挥科技力量，探查易积水的原因，进而补
齐内涝的短板。

无论是抗洪救灾，还是其他的灾害事故处理，科
技创新的力量每每让人刮目相看。面向未来，我们
应该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手段加快建设智慧城市，建立更加科学、
高效的预测预警体系、应急指挥体系、灾害处理体系
以及联动救援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灾害应急处理的
科学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各类灾害造
成的损失。

提升防汛救灾科技硬实力

□马全和

江津区的带货直播中，穿插了多个精彩短视
频，生动呈现了四面山、中山古镇等景区景点，尖
椒鸡、酸菜鱼等特色美食，以及江津花椒、江小白

“老酒新做”的故事。石柱县的直播，则通过“虚
拟现实”影像技术，为广大网友带来一场沉浸式
体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重庆“双晒”第二季，
以好景好物点燃网友们“买买买”的热情，成为撬动
群众致富的一个杠杆。

抓住机遇，用好“双晒”平台，归根结底要把旅
游精品和文创产品进一步推向市场，让影响力变
现，把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帮助群众增收。

如何让农民致富？拥有好山好水的农村，不愁
产什么，最愁如何卖出去、卖得好。让农民增收，最
重要的是给农产品找到一个“好婆家”，走出“种得
好不如卖得好”的怪圈。此次“双晒”，重点围绕各
区县的旅游精品、文创产品，在推销上下功夫，把好
创意、好产品转化为农民的好收成，转化为农民致
富的有效途径，帮助老百姓早日踏入富裕的“春天
里”，真正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推介模式
2.0版本。

依托“双晒”平台，发展美丽经济，在消费者与
农产品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让优质农产品“好女
不愁嫁”，是“双晒”第二季的一大亮点。此次活动
中，政府甘当“店小二”，通过“有形之手”做好信息服
务、产业扶持等工作，推动农产品实现智慧产销，彰
显了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要进一步借助互
联网这一开放平台，发挥“互联网+特色农副产品”上
行作用，畅通线上线下渠道，提高农产品的产业化水
平，从而打开更大的市场，带来更持久的发展。

与此同时，参与“双晒”活动的基层干部还应抓
住这一契机，深入学习电子商务知识，更加娴熟地
运用“互联网+”技术发展农村电商，帮助农业增效、
农村增富、农民增收，将“财神”请进每户农民家里。

□张燕

建成投用智能工厂，实现生产线上全机器人自
动作业；采用无线射频技术，开发“汽车后市场”智
能产品；上半年生产数码逆变器35万套，实现产值2亿
元……这些令人惊叹的成果，全部来自于重庆的中小
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没有世界500强的背景，却成为
了各自细分领域的“小巨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曾说过，中小企业能
办大事。重庆的很多“小巨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
率高，掌握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规模虽比不上“独角
兽”企业，却能顺应数字化智能化浪潮，积极攻克高精
尖技术，在“卡脖子”领域求突破，成为推动城市创新发
展的佼佼者。

小巨人如何炼成？除了依靠自身的一股子奋斗狠
劲，政策扶持也不可或缺。近日，重庆推出《进一步助
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政策措施》，从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强化稳企金融支持等方面提
出45条政策措施，为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发展加油助力。从前期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
20 条”到增强版“支持企业 40 条”，再到这次的 45 条
政策干货，这些含金量十足的惠企政策，既是在做好

“雪中送炭”的帮扶工作，也是在下足“锦上添花”的培
育功夫。

当然，“小巨人”也会有烦恼。融资贵融资难、数字
化人才供给不足、创新氛围待增强、营商环境待优
化……中小企业面临着“人才、资金、环境”三大困
境。这些困境，正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藩篱。
唯有对症下药，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一企一策、靶向
帮扶，破解发展中的难点堵点，才能让“小巨人”们在重
庆扎根生长、各展其能，实现大作为。

多些助力大发展的“小巨人”

编

者

按

新时代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

以创新克时艰开新局

□王志军

疫情之下，面对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
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只有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
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才能打造未
来发展新优势。

企业家要将提升创新能力作为提升企业
发展水平的核心密码，以发展理念、发展方
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创新，更好地为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疫情之下，百业艰难，但危中有机，唯
创新者胜。让企业家勇于创新，要培养敢
为天下先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要加强对
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建设的统筹规划，将培
养企业家队伍与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同步谋
划、同步推进，支持鼓励企业家弘扬敢闯敢
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

只有在实践中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
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
感的创新型企业家，才能让更多优质企业脱颖
而出，更好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乱局中开新
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诚信是企业的良心

□申国华

诚信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还是现代企业
的一个黄金原则。作为企业家，遵纪守法、以信
取人，应该是最基本的经营之道。如果丧失了
这一点，很多经济活动都可能变成“一锤子买
卖”，不要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恐
怕连生存都很难。

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商业欺诈、制假售假、以次充好、缺斤短
两，以及假奶粉、地沟油等等。这些市场行为
看似占了便宜、得了实惠，实际上是砸了自己
饭碗。市场是最铁面无私的审判官。企业家
如果一味走歪门邪道，其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所
淘汰。

做生意，多讲回头客。如何能够赢得更多
的回头客？企业家讲诚信，恐怕是最好的法宝
之一。企业家讲信用，不仅在于一时，更在于
一世。如果稍遇利益调整，诚信天平就发生倾
斜，好一阵、坏一阵，会对企业信用造成致命的
伤害。所以，企业家讲诚信，必须立足长远，把
品牌做大做强，将诚信融入企业文化，让顾客
始终信得过。

达则兼济天下

□张忠德

从2008年抗震救灾到2020年抗击疫情，
众多企业纷纷捐款捐物，主动承担起社会责
任，这无疑是“达则兼济天下”理念的彰显。现
代企业家，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
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这是新时代赋予企业家
的使命。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每个企业家
应该明白，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回馈社会，当
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时候，企业才会变得更
好，这就好像每一个农夫在撒种子的时候，
他会明白他从土地中获取任何东西，都是来
自身边的土壤，只有把这片土壤照顾好，这
片土地上的庄稼才可以种得很好。一个卓
越的企业，离不开一位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
家。

企业家在发展创新、创造社会财富的同
时，还要有饮水思源、回报社会的情怀。如
果企业家缺乏责任感，势必只关注个人或少
数人的利益，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利益最
大化”。

用国际视野为企业赋能

□宋鹏伟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中国企业要做
大做强，离不开国际视野。尤其是当下，个别
大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泛起，
更需要不断重申国际视野的重要性，用国际视
野为企业赋能。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华为。早在上世
纪末，华为就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通过在发展
中国家市场稳扎稳打，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前
进的路上虽然布满荆棘和泥泞，他们依然咬牙坚
持，这才通过抓住3G机会一举迈入国际一流厂
商的行列，并成为今天5G市场的最强参与者。

面对陌生的环境，不确定风险增大，企业唯
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才能赢得当下和未来。以
华为为例，他们靠的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
观，以最好的服务赢得客户信任。据某著名咨
询公司统计，世界巨头的平均需求满足率在
80%左右，而华为超过95%。显然，“走出去”也
是一场历练，不仅可以开拓新的市场，还能够检
验和锻炼队伍，提高企业对不同客户需求的适应
性。而这，恰恰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的核心
竞争力。

众 议

我看双晒

用“双晒”撬动群众致富

“阿木爷爷”火了，再次印证了“越民族越世界”的道理。在对他的火热追
捧背后，是世人对传统技艺与文化的认可

漫
画\

王
铎

近年来，关于救护车空跑现象的报道时有出现。一方面，有的人不了解救护车的性质和出车标准，

大病小痛都打120；另一方面，一些热心人在路遇有人受伤或晕倒等状况时，也会紧急拨打120，甚至可

能会重复拨打。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少数无聊之人打120搞恶作剧。无论哪种情况，都客观上造成了

对救护车资源的浪费和占用。

（据《工人日报》）

被放鸽子的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