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1 国内国际/时评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左文辉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易其洋

前些天，去“申洲国际”采访，有
记者问“申洲为啥不搞多元化发
展”，董事长马建荣的回答，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
件事，就很了不起了。昨天，读新华
社“解码宁波制造”的报道，又看到
了马建荣的这番话。

新华社报道说，像马建荣那样
“不夸夸其谈，把手头事情做好，是
很多宁波实业者的共同特征”。确
实，全球最大的工业缝纫机旋梭生
产企业宁波德鹰是这样，中国第一
个电池品牌中银（宁波）电池是这
样，在世界钢琴行业颇具影响力的

“海伦钢琴”是这样，生产芯片关键
材料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的江丰电子
是这样，从小作坊变身世界闻名的

“塑机王国”的海天塑机是这样，几
十年破解圆珠笔尖钢这一世界难题
的贝发集团是这样，研制柔性齿条
升降装置等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断
的大丰实业也是这样……

有人说，做实业，花的是笨功
夫，过的是苦日子，和很多聚光灯下
的行业相比，少有高回报和耀眼的
光环。既然如此，宁波企业家何以仍
能坚守制造业？何以认“做好一件
事，就很不错了”这个理？举其大端，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五：

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现实，养
成了宁波人厌恶空谈、踏实肯干、不
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的习惯和风

格。对于宁波人，普遍评价是“务实、
低调”。务实，就是不虚头巴脑，不相
信“一口气能吃成个胖子”，不期望

“一夜暴富”，而是相信路要一步一
步走、事要一件一件做，笃信“天道
酬勤”“付出总有回报”。低调，可以
说是务实的必然表现——因为务
实，功夫都花在了做事上，而且总认
为做得不够好，所以不喜欢也没时
间和心思去吹嘘炫耀。

制造业，是实实在在做产品，产
品卖出去，好不好，人家一用就知
道。没有务实、低调的品性，不下真
功夫，不坐冷板凳，“这山看着那山
高”，注定是走不远也做不强的。这
不是说宁波人只会做制造业，也不
是说别的行业不值得做，而是说，不
管做啥事，宁波人都善于精耕细作、
精益求精，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当
年，赫赫有名的“宁波帮”开启了中
国制造的先声，先辈的品质和精神，
是会穿越时空、代代相传的。

港口是宁波的最大资源，开放
是宁波的最大优势。港口和开放，为
宁波制造业拓展了市场，更开阔了
宁波人的眼界和格局，让宁波人较
早认识到“天外有天”，没有“几把刷
子”就想闯天下、打市场，是不可能
的；就算侥幸一时得利，终究难以长
久。而人对一件产品的要求，标准只
会越来越高。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要
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要争创“行
业第一”“世界一流”，要做成“单打
冠军”“隐形冠军”，要做“百年企业”

“基业常青”，没有超强的定力、默默
的坚守，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慈
星电脑横机位列全球电脑横机前
三强，年产销电脑横机居世界首
位——可知道，孙平范的外公生产
手摇横机、父亲做针织品生意，继承
了家业的他，当年咬牙拿出 15年的
企业积蓄自主研发电脑横机，才有
今天的成就。

一座城市的发展，前提是找准
方向、找准路子。制造业是宁波的优
势，也是宁波的根基。坚持这样的

“认识”，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容易。
特别是在更多人追逐鲜花、掌声和

“快速成功”时，不为诱惑所动，确实
很考验政府和企业的定力。改革开
放初期，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发展遭
到多方非议甚至压制，宁波市委、市
政府淡化“所有制观念”，突破“唯成
分论”，不争论、不招摇，多干少说或
只干不说，为宁波制造业的起步营
造了宽松环境。如今，政府定位为

“店小二”，为企业服务奉行“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的原则。政府长期支
持和重视制造业，是战略定位，也是
战略眼光，更是对企业坚守实业的
最大支持。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宁
波的制造业，当初多是由一些有胆
有识的农民“洗脚上田”办起来的。
办企业，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时势
变迁也让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坚韧
不拔不是不变，制造业的灵魂是创
新。而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正是宁波

企业家的一大特质。就像新华社报
道所说，在宁波有很多农民出身的
企业家，相互之间不比规模、不比产
值、不比产量，而是比奖杯比证书，
比研发人才多寡，比研发费用占销
售收入比重。比这些，就是比对技术
的钻研和创新的执着，就是比产品
的竞争力和创新的持久力。说到底，
这是对制造业更高层次的坚守。

产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分工
越来越细。不光制造业是这样，所有
行业都是这样。分工，就是做自己会
做的事、擅长的事，做得越“高精尖”
越好。石化产业、新材料、家电、汽
车、服装，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
模具、象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
曙纺织服装……宁波已经形成门类
齐全、产业集群较为完备的现代工
业体系。一家家制造企业，只专注一
个领域一件事，潜心打磨一项技术，
心无旁骛几十年，积累和沉淀会形
成一种产业文化和价值追求，会让
坚守和传承成为一种必然。

也许有人会问：身为国家通讯
社，新华社这次为啥会大张旗鼓报
道“宁波制造业”？在我看来，主要是
因为，坚守制造业，深耕实体经济，
宁波企业家的“质朴绽放”（新华社
时评语）值得致敬，也需要鼓劲打
气，更有“深刻的启迪”值得总结。

宁波制造业的坚守：“做好一件事，就很了不起”
郑建钢

在 海 曙 区 各 级 工 会 的 牵 头
下，不少工地修建了“小憩驿
站”，供建筑工人使用。自本月
起，海曙区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
活动，提醒企业高温期间保障职
工生产安全，并拨款 37 万余元，
用于建设“小憩驿站”以及发放
防 暑 用 品 （8 月 14 日 《宁 波 日
报》）。

在酷暑难耐的当下，现在条
件许可了，开电扇、开空调，把
工作环境调节得舒适一点，是应
该的。与室内工作者相比，那些
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在建筑工地干
活的建筑工人，其工作环境可谓天
壤之别。宁波老话向来有“晒煞泥
水，冻煞泥水”之说，直指干建筑
活的泥瓦匠工作环境恶劣。即使是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建筑工地的工作环境依然没有多大
改观。酷热笼罩的工地，是建筑工
人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天天面对的

“大蒸笼”。
如果说工作环境一下子难以

改变，那么，尽早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及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总应该依法依规做好，让将要在
高温季节挥汗如雨的工人先吃上
一颗定心丸。这项工作许多单位
做了。也有一些单位没有做，或
者没有做到位；有的拖拖拉拉不

肯发高温津贴；有的以饮料、绿
豆之类的实物冲抵高温津贴……
类似随意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行
为，的确应验了一句话：触动利
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由工会牵头修建的“小憩驿
站 ”， 是 一 个 较 为 理 想 的 享 清
凉、避热浪的好去处，让建筑工
人有了喘口气、歇歇脚的立足之
地。“小憩驿站”送清凉，体现
了工会对建筑工人的关爱。不
过，建筑工地建一个“小憩驿
站”算不上多大的难事，所耗费
的资金也不会太多，完全是建筑
企业的分内事，由他们自己来
建，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而
且，按照规定，企业的防暑降温
工作在每年夏季来临之际就应该
早早落实到位。由工会牵头修建

“小憩驿站”，建筑企业难免有失
职之嫌。

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作为企
业来讲，只有建立保障职工利益
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职工的健
康权和人格尊严，及时解决工作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解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地调动他们
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只是一味地
要求职工无私付出多奉献，而对
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不闻不
问，甚至一毛不拔，这样的企业
是没有人情味的，也谈不上凝聚
力。

送清凉的“小憩驿站”
该由谁建

新华社哥本哈根8月13日电
（记者林晶）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警
方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 13 日证
实，一名中国游客当天下午在哥
本哈根市中心的索特丹湖中溺
亡。警方初步认定该事件为意外。

哥本哈根市警长卡斯滕·伦贝
格说，警方当天下午1时41分左右
接到报案称索特丹湖中漂着一名
男子，警察与救护人员赶往现场后
发现该男子已无生命迹象。男子被

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确认死亡。
警方说，这名男子年龄约 70

岁，持中国护照随旅行团前来丹
麦。警方初步认定该事件为意外溺
亡，进一步情况还需尸检后确定。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领保工作
人员向新华社记者确认了上述事
件。使馆方面表示，已要求警方
尽快查明死因，使馆将继续跟进
此案，并将为家属处理后事提供
必要协助。

一中国游客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湖中溺亡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3日电
据俄罗斯媒体 13日报道，一架北
约F-18战机当天在波罗的海中立
水域上空试图靠近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的专机，被俄罗斯执行护航
任务的两架苏-27战机驱离。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绍伊古当天在俄飞地加里宁格勒
州出席一所海军学校奠基仪式以
及观摩国际军事比赛的海上登陆

项目等活动之后，乘专机返回莫
斯科。俄波罗的海舰队两架苏-
27 战机为其护航。途中，一架北
约F-18战机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
上空试图靠近绍伊古的专机，但
被两架苏-27驱离。

报道说，外国无人机和侦察
机近来不顾俄国防部反对，频频
在俄边境以及俄驻叙利亚基地附
近上空活动。

俄媒称

北约战机试图靠近俄防长专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
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共有五项20条。
《意见》 要求，深化新时代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
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意
见》强调，一是坚持党对思政课建
设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
课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二是坚持思
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
推进，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三是坚持守
正和创新相统一，落实新时代思政
课改革创新要求，不断增强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四是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
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统筹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
应。五是坚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
政课教师队伍，积极为这支队伍成
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六是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注重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据CCTV“新闻联播”）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要求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全文请扫二维码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7月份
主要经济数据显示，尽管部分指标
增速出现短期波动，不过制造业投
资增速连续三个月回升、城镇新增
就业全年任务完成近八成等诸多指
标释放出积极信号。

怎样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下阶
段经济运行趋势如何？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当天在国新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

看运行：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统计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
等指标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

如何看待指标的短期波动？刘
爱华说，波动在月度之间比较常见。
判断经济形势要从全局出发考虑大
势，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和
方向。

刘爱华分析，工业生产总体平

稳，1 月份至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5.8%，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8.7%，快于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 2.9 个百分点。此外，投资
平稳增长，1月份至7月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5.7%，与前几个月基
本 持 平 。其 中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3.3%，连续三个月小幅回升。

“产业发展持续升级，国内需求
优化扩大，外贸外资增长有所加快，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不管是从生产
需求还是从就业物价等方面判断，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她说，但也要
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基础还需巩固。

看消费：巨大潜力正
逐步释放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月回落2.2
个百分点。

“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汽车销售

变化。”刘爱华分析，由于汽车排放
标准的转换，很多厂商和经销商在
6月采取了促销活动，6月汽车销售
同比增长 17.2%。由于消费前移或
者有一定透支效应出现，7 月份汽
车销售下降了 2.6%。扣除汽车零售
额影响之后，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8.8%，增速和上月
基本持平。

她说，餐饮收入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消费升级类商品包括文娱类
商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服务消
费增速保持两位数，综合来看消费
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看就业：就业市场总
体平稳

统计显示，1 月份至 7 月份，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 867 万人，完成全
年计划的 79%。7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调查失业率上行主要是因为
毕业季到来，毕业生集中进入就业

市场。”刘爱华说，今年高校毕业生
总数 830 万左右。从往年经验和目
前高校监测数据来看，高校毕业生
陆续找到就业单位，正在逐步落实
之中。随着就业工作的推进，未来调
查失业率数据会有所体现。

数据还显示，25岁至59岁人口
调查失业率为 4.6%，与上月持平。
她分析，25岁至59岁就业主体人群
的调查失业率与上月持平，这也显
示目前就业市场总体平稳。

看物价：物价有条件
保持平稳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2.8%，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鲜果等部分食
品价格涨幅较大。

刘爱华分析，从整体上看目前
物价涨幅比较温和，上涨较多的主
要是食品价格。随着夏季时令水果
的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总体有下行
的积极条件。相关部门、各地方政
府目前都在采取措施，保障市场供
应，稳定猪肉价格。随着这些措施
逐渐见效，猪肉价格是有平稳基础
的。

“不管是从食品、工业品、服务，
还是从货币条件、输入性因素等方
面来看，整体物价水平有基础、有条
件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她说。

五大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读7月份经济数据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
者查文晔）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徐露颖14日就13日晚在香港国际
机场发生的部分暴徒围殴内地记
者和游客等严重暴力行径发表谈
话，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并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涉事暴
徒。

徐露颖说，13日晚、14日凌
晨，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了骇人
听闻的暴力事件。在机场非法集
会的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对两名内
地居民实施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行
为。13日20时许，他们先是非法
禁锢了持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到

香港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徐某，
用索带将他绑上，用镭射枪照射
眼睛并虐打，致其昏迷，在救护
人员到场后，又百般阻挠救助。
最后在警方的协助下，用时近 4
个小时才将徐某解救。其间，他们
还围殴了一名警员，抢夺其警棍。
14 日凌晨时分，激进暴力分子又
以怀疑《环球时报》记者付某假扮
记者为名，将其双手捆绑并围殴，
致使付多处受伤。据了解，徐、付二
人目前仍在医院留医。我们对这种
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表示最强烈
的谴责，并向受伤的内地同胞和香
港警员表示深切慰问。

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
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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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

发展红色旅游，服务要跟上，村
里琢磨调整种植结构，搞采摘，办农
家乐。

到宁波，上杭州，张志灿请农业
专家实地调研，结论是横坎头的气
候和土壤适合种樱桃树。喊破嗓子
动员村民种，可大家都怕种不好赔
本。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利用
一家本地企业的对口帮扶资金，村
集体流转了 70 多亩土地，种下树
苗。

樱桃 3 年挂果。头两年，村干部
惴惴不安。第三年，樱桃大丰收，村
里村外停满了前来采摘的私家车。
村民们信了，村“两委”趁热打铁，免
费提供樱桃树苗，目前，全村种植规
模超过800亩。

尝到甜头的横坎头村没有止
步，扩种杨梅、蓝莓、猕猴桃等特色
水果。“如今的横坎头，月月闻花香，
季季有果吃，成了一个大果园。采摘
游是只‘下金蛋的母鸡’。”老村委会
主任黄水夫笑言。

动员村民开农家乐，张志灿盯
上了黄彭勋，一来，他是个老党员，
年轻时当过村干部；二来，他的妻子
是上海知青，当年在公社点心店干

过，后来在镇上开过熟食店。
“村里正在发展红色旅游，游客

来了总要吃饭，你回来开农家乐吧，
你妻子厨艺那么好，准火。”张志灿

“一上”宁波，找到在工厂打工的黄
彭勋。

放下宁波的工作回村创业？想
都没想，黄彭勋回绝了。

时隔一年，张志灿“二上”宁波。
“旧址群一期工程马上完工，来旅游
的人，少不了。”

黄彭勋有点动心，但没松口。
此后，看到村里游客日渐增多，

没等张志灿“三顾茅庐”，黄彭勋主
动回村了。

黄彭勋的“百丈农家”开业之

初，客人少，镇里村里都帮助介绍客
源。随着村里的樱桃红了，“百丈农
家”红火了。

“去年赚了 90 多万元。”年近七
旬的黄彭勋告诉记者。“百丈农家”
离景区 1 公里多，位置偏，不好找，
主要靠熟客。去年，村里又开了 6
家，现在全村有8家农家乐。

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
创业就业

“总书记回信要求‘努力建设富
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
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作为年轻党
员，我们责无旁贷。”去年 8 月，“90

后”大学生黄徐洁的“横坎头农家”
开张，投资 130 万元，可同时接待
300余人。“不管是墙绘、灯笼、餐具，
还是店内播放的影片，都融入了红
色元素。”

“两年内可盈利。”黄徐洁信心
满满。她对做餐饮并不陌生，学的是
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余姚市区创业，
3家快餐店顾客盈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横坎
头。张志灿粗略估算，已有20多人。

“70 后”何达峰，在余姚市区经
营印刷企业多年，看好横坎头的前
景，回村开办 130 多亩的果乡园，一
到樱桃、杨梅、猕猴桃采摘季，游客
摩肩接踵。打造一个集吃、住、玩、采

摘为一体的旅游农场，是他的心愿。
“既卖产品，又卖风景！”

“90 后”张渊涵，大学毕业后到
余姚市一家企业工作，去年也回到
村里，负责村里的民生事务，服务残
疾人，办理低保，事虽繁杂，却乐在
其中。

“这些年村里通了柏油路，来旅
游的多了，种起樱桃，办起民宿，还
评上全国文明村……”张渊涵坚信
自己的选择，“乡村振兴需要一批有
情怀、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接续奋
斗，我们盼着总书记再来横坎头村，
看看我们美丽山村的新变化。”

（原载《人民日报》2019 年 08
月14日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