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5 时评·特别报道 2018年9月2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责任编辑/郑 勇

记者 张正伟 供图 王贤杰

“没想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大
赛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能在今年
的总决赛上给师弟师妹们传授点创
业的经验吗？”宁波盖济尔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俊兴奋地
说。两年前，刘俊和他的创业团队
在大赛平台上和宁波结缘，如今，
他已经在高新区买了房子。

这场让刘俊如此激动的大赛是
中国·宁波第五届全球新材料行业
大赛。从 2014 年到 2018 年，中共
宁波市委组织部 （市委人才办）、

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管委会连续 5 年发起举办全球新材
料行业大赛，共引进 20 余家企业
落户宁波国家高新区，完成项目融
资约20亿元。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浪潮中捕捉机遇，在“抢人才”的
竞争机遇下一马当先。宁波国家高
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是宁波市
委、市政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技创新
大平台，承担着构建宁波创新高
峰，引领宁波国际化发展的重大使
命。

为此，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
料 科 技 城)专 注 于 创 新 大 平 台 建
设，打造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示范性大平台，如研发园、新材料
国际创新中心、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等平台。与此同时，高新区(新材
料科技城)还不断拓宽畅通人才、
项目引入渠道，加大创新创业政策
支持力度，新推出自创区“黄金八
条”政策，从“4 个 1000 万”支持
高层次人才创业、“3 个 5000 万”
支持高端研发机构引进、设立单项
最高 1000 万元的区级重大科技专
项等八个方面大力度推动创新创
业。

手里一把好牌，怎么打才能在
“ 抢 人 才 ” 大 战 里 拔 得 头 筹 ？
2014年，一套以赛引才新模式孕育
而生。中国·宁波全球新材料行业
大赛借助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搭建
了最为专业的投融资对接平台，成
功地把全球创业人才与地方政府、
资本及各类创投要素紧密联系在一
起。从 2017 年开始，全球新材料
大赛列入宁波市“3315计划”引才
计划的系列大赛，符合条件的优质
参赛项目最高可以获得 4000 万元
的政策支持。

过去五年，全球新材料行业大
赛走过海内外 28 大赛区，获得全
球新材料行业人士的关注。据不完
全统计，共有 4000 余位行业人士
参与大赛各类活动，其中报名参赛
的创业团队 1500 余个，参与项目
评审的一线投资人 500 余位。经过
严苛的选拔评审，年产1000吨LCP
树脂、溶胶凝胶法镀膜、水性漆树
脂材料、金属新材料、自愈合凝胶
生物医用材料等 20 余个项目成功
落户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为宁波打
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宁波对人才的真诚和热切赢得
了高层次人才的好口碑。第四届大
赛一等奖获得者——宁波聚嘉新材
料的总经理王阳在今年的哈尔滨选
拔赛现场当起了推介大使：“宁波

在新材料研发制造和服务方面走在
全国领先的位置，最让我佩服的是
领导的视野和魄力，还有服务意
识。现在我不仅要在宁波发展自己
的企业，还要把在哈尔滨的老乡带
来宁波创业。”

“人才热”里需要“冷思考”，
引才工作不仅要速度快，还要讲究
高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的需要让
高端智力真正推动宁波新材料产业
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们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
开放的心态为新经济发展留白，鼓
励发展一切符合科技创新、经济发
展方向和潮流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的
一席话蕴藏着高新区招才引智的智
慧——让最懂创业者的第三方机构
去找人才、做服务。

无微不至的服务有时候甚至会
让创业者大吃一惊，宁波市创新创
业管理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

“经过五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创
业者、投资人以及创业机构聚集在
全球新材料行业大赛的平台上。正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和期待，所
以我们的服务也格外仔细，在和创
业者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问
倒了’。不是我们完美主义，而是
因为在人才服务的过程中，每一件
事都是‘关键的小事’，细节往往
也能决定项目落地以后能不能快速
发展。”

作为连续五年承办中国·宁波
全球新材料行业大赛的专业机构，
浙江赛创未来是浙江赛伯乐投资集
团旗下专注于构建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服务生态链的高端平
台。在多年的创业服务过程中，浙
江赛创未来总结了一套“以赛引
才、资本助力、深度孵化、落地服
务”的创业全生态了服务体系。

浙 江 赛 创 未 来 总 裁 金 晖 说 ：
“引进高层次人才落地是大赛要实
现的第一个目标，赛创未来在‘引
得进、引得准’的基础上希望做到
让每个项目‘扎得住、长得好’。
所以我们为大赛配备了项目服务专
职小队，帮助优质项目与政府、企
业保持信息的双向联通，最终实现

企业的技术、人才全面提升，优质
项目快速融入全球市场的目标。”

广聚海内外人才智力，博纳高
科技创新成果。经过近半年的征
集、选拔和走访，9月 26日，第五
届全球新材料行业大赛将在宁波举
行总决赛。据悉，本届大赛共吸引
300 余个项目报名参赛，在海内外
经历 6 场选拔赛 （深圳、西安、哈
尔滨、北美、德国、法国） 的评审
后 ， 最 终 有 45 个 项 目 晋 级 半 决
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高端制
造、新能源等各个领域。

“今年的 6 场选拔赛里我们已
经和数十个项目进行了一对一地深
度调研，他们都有成为新材料行业

“独角兽”的潜力。而对创业者来
说，宁波已经培育了肥沃的新材
料产业土壤，创业项目所需的各
种要素，人才政策、梯队人才、
产 业 基 金 、 龙 头 企 业 等 一 应 俱
全。我们相信未来新材料行业的
龙头企业必将在宁波出现。”宁波
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中心主要负
责人说。

五年走遍全球，汇聚新材料创业英才

这场大赛折射宁波新材料产业发展历程

德国选拔赛赛后合影

今年大赛在宁波启动

上届获奖者介绍经验 为创业项目提供专业落地服务

冯海宁

目前，全国已有 314个景区降
价或拟降价，占到降价景区总数的
近90%，大部分景区门票价格的降
价幅度在 20%-30%，但仍有不少
网民抱怨降价幅度太小。部分景区
在降低门票价的同时额外收取车船
等交通费，或是仅降低部分时段、
部分区域门票价格，被认为有敷衍
之嫌 （9月25日澎湃新闻）。

在国家发改委“指导意见”推
动下，这轮景区门票价格“降势”
总体喜人。一来，涉及门票降价的
景区占绝大多数；二来，大部分景区
门票价格降幅在 20%-30%。今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不仅游客在景区的
旅游成本有望降低，而且一些景区
或将迎来转型升级的契机。但我们
也要看到，仍有一些景区门票降价
的诚意不足，没有获得网民认可。

据新华社报道，位于江苏无锡

的 5A 级景区——鼋头渚风景区宣
布，门票价格由原来的 105 元/人
次降为 90元/人次，但原本包含在
105 元门票中的景区车票和船票将
另外收费。无锡市民孙先生说，降
价以后进景区玩一趟，还是一分钱
都省不了。

可见，确实有部分景区门票降
价诚意不足。对此现象，我们需要
客观分析理性看待。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此轮降价
并非来自市场之手推动，而是缘于

“指导意见”推动。也就是说，景
区并不是积极主动降门票价格，那
么动力就不足。而且，“指导意
见”也允许降价难以一步到位的景
区，以及短期内拟先走一步实施降
价的景区可以“分步到位”，即此
次降价或许只是第一步，公众需要
理解，也需要有耐心等待。

其次，这轮降价并未经过听证
会或者公开征求意见，门票降多少

或者怎么降主要是景区方面说了
算，景区自然先考虑自身利益。根
据《旅游法》规定，拟收费或者提
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
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对
于拟降价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要征
求社会意见。

再者，部分景区缺乏转型意
识、创新意识，仍依赖于门票收
入。近年来已经有转型成功的景
区，如杭州西湖景区从 2002 年起
免费开放，10 年后杭州旅游总人
数和旅游总收入均为 2002 年的 4
倍。再如，故宫文创产业年销售收
入在 10 亿元以上，已经超过了门
票收入。当景区管理者不积极转
型，不去创新，就会依赖于门票收
入，自然不愿降低门票价格。

此外，我国景区总量虽然不
少，但 5A 级景区数量有限，相比
巨大的市场需求，景区供给仍然不

足，尤其在集中休假期间表现突
出。在供需不平衡、竞争不充分的
旅游资源市场，市场之手很难在门
票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部分景
区此次门票降价诚意不足在意料之
中，如果想让景区门票降价到位，需
景区、法律、市场、行政共同发力。

对景区管理者来说，必须转变
自身观念，从“门票经济”向服务
创新转型。从法律角度而言，明确
景区降价前应该举办听证会或者公
开征求意见，让涨价与降价都有民
主、民意的成分。另外，还应该鼓
励国有景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让
市场之手在景区价格调整中发挥更
大作用。

“景区门票降价诚意不足”该怎么看

苑广阔

接了 1573 单，累计缴纳 3696
元的保障费，却只有 1 万元赔偿。
近日，某网约车平台代驾司机王灿
在湖南发生交通事故意外去世后，
其家属发现，该平台此前承诺的最
高 120 万元的意外身故保险，“缩
水”成了 1万元。有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
网约工人数约为 7000 万，到 2020
年，这一数字预计超过 1亿，其中
全职人员约为 2000 万人 （9 月 25
日《工人日报》）。

代驾司机王灿的遭遇，并非个
案，而是全国约 7000 万网约工群
体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很多人看
来，网约工是一种不错的职业，平
均收入水平不低，经常传出外卖小

哥月入万元的新闻，而且工作时间
自由，不用朝九晚五。但是，这只
是他们职业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职
业的危险程度高，同时缺乏必要的
劳动保障，也鲜有普通上班族拥有
的“五险一金”，更没有加班费、
双休日的说法，一旦在工作中发
生交通意外、劳动损伤，也很难
得到互联网平台的保障。用一些
网约工自己的话说，目前他们是

“社保福利无人管，抽成罚款不手
软”。

随着这一群体的规模越来越
大，其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劳动纠
纷也越来越多，说明对他们的劳
动权益保障问题，不能再继续忽
视甚至是无视下去了。为此，曾
有喜欢较真同时权利意识也较强
的网约工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

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劳动仲裁，结
果被仲裁部门驳回了诉求。因为
在劳动仲裁部门看来，平台与网
约工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隶
属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
特征。以网约车司机为例，他有
选 择 做 或 者 不 做 这 项 业 务 的 自
由，两者只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
系，或者他们是一种临时性的或者
较为松散的约定关系，并不具备劳
动关系中较强的人身依附性特征。

这就把全国数千万网约工置于
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他
们对自身合法权利的诉求，另一方
面则是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对他们与
互联网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规定过
于模糊。这就意味着，网约工一旦
出现工伤意外，其保障几乎处于裸
奔状态。网约工跟平台之间的法律

关系缺乏操作指引，网络平台为了
规避自己的法律风险，就会有意识
地不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有意识
地把风险转嫁给网约工。

问题怎么解决？如何通过法律
法规的完善，消除法律上的模糊地
带，成为网约工群体劳动权益保障
的关键。2010 年，修订后的 《工
伤保险条例》将适用对象扩大到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律师事务所等
机构的职工，已呈现社会化趋势。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网约
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
障范围，以此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法
律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与
互联网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进而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与义
务，避免更多“王灿事件”的发
生。

网约工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障

刘 敏

北京一位名师谈起外出旅游
时，曾被一间旧时学堂的对联所
吸引：上联“崇武尚文无非赖尔
多士”，下联“正风移俗是所望于
群公”。他很感慨：“一间名不见
经传的学堂，也有它的教育理
想，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位学堂
主人的价值观。”

教育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核心命
题。这件师者眼中的小小趣事，
恰恰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教育
应当给孩子们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好比灌浆期的小麦，阳光充足
则颗粒饱满。孩子正处在价值观形
成的重要阶段，第一粒纽扣扣得对
错决定人生成败。能不能养成精忠
报国的责任担当、崇德向善的思想
节操、孝悌忠信的传统美德、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传递出的价值观“总开关”。

不 久 前 召 开 的 全 国 教 育 大
会，再次提出给孩子“扣好第一
粒扣子”，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
任。这在当前语境下颇有深意：
信息资讯丰富多元的今天，孩子
如海绵般汲取着课堂教育的知
识，也吸收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
的“墨水”。教育灌输怎样的价值
导向，青少年便拥有怎样的精神
气质；社会各单元捍卫怎样的价

值追求，青少年就会在潜移默化
中涵养怎样的精神内涵。

毋庸讳言，在信息爆炸时代，
当代青少年有着更丰富的眼界，也
有着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但社会
肌理纷繁复杂，有些孩子难免在娱
乐至上的氛围中理想淡化、价值观
迷失；“唯分数论”教育理念下，部
分学生难免“分数满满，信仰空
空”。当我们叹息一些人年纪轻轻
就缺乏责任担当，面对诱惑围猎秉
持利益至上，或许更该反思，我们
传递出的价值观出了什么问题？及
时矫正价值观导向，责任才能不淡
漠、道德才能不缺位。

越是面对日渐复杂的现实和
颇多的诱惑，越是有必要回头看
看对联中前人的教育理念。教育
如光，面对先生提问，革命先辈
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黄
大年在毕业留言册上写下“振兴
中华，乃我辈之责”！只有教育的
探照灯笔直而明亮，孩子们的未
来才会光明而正确；只有大多数
人志高昂，知廉耻，懂荣辱，辨
是非，社会才不至于“每多随波
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教育者，养成人性之事业
也。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
为将来。”蔡元培如是说。眼下开
学近一个月，各方面教育工作已
步入正轨。期待社会各方，着眼
青少年价值观成长成熟的关键阶
段，正确引导、积极教育，帮他
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共 享 经
济，大势所趋，
不要再当井底
之蛙了！认购共
享单车一本万
利，躺着赚钱！”
近来，“共享单
车”认购的噱头
在朋友圈疯传，
全国已出现多
例认购骗局。

商海春 作
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