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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
撑。特别是规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数量和质量，是代
表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关系到一个
城市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更是一个
城市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因而我们要
矢志不渝走工业立市、兴市、强市的创新发展之路。
好在今年以来，全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74户，近4年
来数量最多。其中，50 户骨干企业 1-9 月份产值同
比增长32.5%。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制造业占GDP比
重达36.5%，高于全省8.1个百分点，且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利润增速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如此喜人的
成绩，让我们看到我市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的
美好明天。

确实，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想矢志
不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需要政府恰如其分地
使用有形之手，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多种政策措施
和激励机制，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好创新舞台，推动
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加快向企业流动和集聚，促进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让企业成为创新的真正主体。为
我市培育出一流的创新企业和一流产业，形成创新大
企业顶天立地、创新中小企业生机勃勃的良好局面。

在我市，环新集团成功跻身国家级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实现历史性突破；13家企业获得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称号，总数达到21家，居全省第3位；18
家企业获得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居全省第 2 位
……这些新兴企业的发展后劲与韧劲，为我市“进百
强、上台阶”，矢志不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矢志不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我们还必
须要优化营商环境。要把我市建设成为审批事项最
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市场主体获得感
最强的城市，就必须着力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
系、创新工作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让企业感受到投资安庆最便利、行政效
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这既
有赖于政府在自我革命的氛围中砥砺前行，也有赖
于政府各部们协同发力，在现有基础上持续提升改
善，让企业的“用户体验”越来越好，以最大限度释放
企业创新创业创造的动能，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矢志不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更需要我
们把“双招双引”作为“第一要事”，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使命感，以凝心聚力、上下一心，源源不断地
招引大项目、好项目、高科技项目并尽快落地见效，
为我市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注入新的生
机和动力。

当然，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对面临的困难
我们也不可小觑。从外部看，疫情持续蔓延，特别是
近期国内局部发生疫情反弹，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抬升企业成本等，使一些企业困难增大。从内部
看，与先进地市相比我市工业基础还相对薄弱。我
们要直面这些困难与不足，砥砺前行，持续巩固“稳”
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以积势蓄势谋势，识变求
变应变，形成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要切实抓住我市成功获批首批中国（安徽）自
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的战略机遇，通过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发展积蓄
强大动能。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同样也要抓住机
遇，在强化人才引领、加大技术研发、推动转型升级、
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下好功夫，我们就能为矢志不
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注入新的活力。

矢志不渝走工业立市创新发展之路
□ 潘天庆

前三季度，我市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46.9%，高于全省平
均13.7个百分点，增
速居全省第4位。至
此，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利润已连续9个月
实现较快增长，增速
均保持在全省第一
方阵。（《安庆晚报》
11月1日）

为老服务中心“建筑内部面积有 480 平方米，设置
有配餐室、厨艺学堂、文体活动室、健身康复室、医疗
保健室等多个功能分区。”整体设计突出功能性，尽可
能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因为调整方案，工期延长、预
算增加，但得到了居民百姓的认可，带来了更多的民生
红利。

“为老服务中心咋建？”“老人说了算！”是顺应民
意之举。“为老服务中心”是为老年人建造、供老年人
使用的，建造一个怎样的为老服务中心，老年人自己
当然最有发言权。如果事前不听取老年人意见，两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建设方案与老年人需求就有可能脱
节，建设的效果也让老年人不尽满意。这很大程度将
影响“为老服务中心”的成效，难以取得“性价比”
的最大化。

显然，“老人说了算”的建造，综合老年人意愿科学
制定方案，将老人最急需最迫切的诉求纳入建造方案中，
使建造更切合实际，也因此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同
时，“老人说了算”，也体现了对老年人的尊重，增强了老
年人参与建造的动力，有效激发了老年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的热情。而这对于建造后长效的运行管理，更有着长远的
意义。

适应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需求，现在各地都在建造
各种类型的“为老服务中心”，这种老年人身边的“养老
驿站”，为老年人提供了便捷的养老服务，而且涵盖了老
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生活照护、医养结合、文旅康
养、适老服务等项目，都是老年人不可缺少的现实需要，
让“老有所养”真正落到了实处。

因此，现在许多地方向老年事业倾斜，对“为老服务
中心”大手笔投入，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的关爱。但是，
如何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还需要不断探索行稳致远的新模
式，杨柳青镇“为老服务中心咋建？”“老人说了算！”值
得各地借鉴。

“为老服务中心咋建？”
就应“老人说了算！”

□ 钱夙伟

■怀宁：赓续传承“两弹一
星”精神

立稼先雕塑、建稼先学校、命名
稼先路稼先桥、建稼先公园、建邓稼
先生平陈列馆……作为“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之一、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之一邓稼先的家乡，怀宁县持续
致力传承“两弹一星”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建设精神家园。

（11月9日 《安庆日报》）
微评：什么是功勋？近日热播的

电视剧《功勋》，让许多人对这两个字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更多人知
道，功勋之所以为功勋，需要为了国
家干出什么样的事业，需要为了这份
事业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早已离开
我们的邓稼先，与剧中主角一样，是
毫无争议的功勋。所以，他的家乡才
会如此隆重地纪念他。

虽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功勋，但
“两弹一星”精神人人都可以学。学
习他，相信是这许多纪念形式中，最
好的一种。

■快递旺季遭遇雨雪天
气 国家邮政局呼吁多理解和
包容快递小哥

11月以来，因多家电商平台集中
开展促销活动，快递业务量出现高
峰。但受雨雪降温天气影响，近期，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辽
宁、吉林、黑龙江、山西和新疆等地部
分地区运递时效可能受到影响，造成
快件延误。国家邮政局呼吁广大用
户对快递员给予更多包容和理解。

（11月8日《工人日报》）
微评：当“双十一”遇见雨雪天

气，作为邮政主管部门，呼吁用户对
快递员给予更多包容和理解，很人性
化，也很合理。

不过，相对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呼
吁，快递员更需要的是获得权益的保
障，包括安全、收入、健康等等。至于
快件延误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可供参
考的“延误时间参考表”那就更好了，
快递员和用户都能做到心里有数。

■刚浏览完，其他APP就
推送相关内容？工信部出手了

你可能碰到过，“在某一APP上
浏览、购买产品，而其他APP会推送
相关内容”。不少网友认为，这是部
分APP监控了自己的上网行为。现
在，工信部出手了！日前，工信部就
《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行解
读。其中指出，建立与第三方共享个
人信息清单。

（11月10日 新华社）
微评：经常流连于各大APP之间

的人们，常常会有一种“被偷窥”
的感觉，常常发出“心里想什么你
也知道？”的疑问。APP大可以讲是
算法，是大数据分析，可是，果真
如此吗？

也不能怪网友发出质疑，心生
恐慌，毕竟无视用户隐私的 APP 太
多，就连那些知名的也不例外。什
么能共享，什么权限能给，都应该
用户做主。偷摸收集数据再计算用
户爱好的“神奇算法”，当休矣。

何飞 点评

“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年龄
限制”的建议经常被提及。譬如，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蒋胜男就提
出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
年龄限制。该不该放宽公务员报考 35 岁
年龄？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
为公务员的年龄限制会成为一个“榜样”，
会带来连锁反应。

放宽公务员报考 35 岁年龄，其理由
不少。如蒋胜男所说，35岁是一个人做事
业最好的黄金年华，也正处在一个艰难的

人生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很多 35 岁以
上者在二次就业时遇到年龄歧视。不应该
有这种歧视。最重要的是看人的能力和认
真工作的态度。而提建议的网友也给出了
诸多理由。比如，《公务员法》 对招考年
龄只有 18 周岁以上的规定，同时根据

《公务员录用规定》 第四章第十六条，省
级以上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可对“年龄、
学历”适当调整，然而从最近几年的招考
公告，发现各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尚未对此
进行调整，本条规定的意义流于形式。与
此同时，“打破公务员考试打破年龄35周
岁门槛”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中国青年报
发起的投票支持的占据近70%，可谓获得
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浙江的公
务员招考放宽年龄限制能够进一步激活人
力资源，引领整个社会打破35岁招聘年龄
歧视。

客观地说，公务员报考35岁年龄有利
也有弊。从有利的一面去考虑，放宽年龄
限制，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去报考公务员，
对于超过35岁的人来说，多了一次就业机
会。优中选优，也更有利于激发公务员队

伍的活力。从弊的一面考虑。放宽年龄限
制：会让公务员考试竞争更加激烈，加剧考
公务员的难度。一旦考进来，作为一个中
年人，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更多的精
力和时间放在工作上，也会面临升职无望
的状态，一些人会将进入“养老”状态。同
时，更会有人像高考那样一直参与考公务
员。有人高考考了十二年，一旦放宽年龄
限制，可能会出现考公务员考了十几年。

放宽35岁年龄限制值得尝试，这需要
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也要取于尝试“破
局”，毕竟一成不变的年龄限制也未必是好
事，而存在的弊病也可以通过制度进行弥
补，但需要给考试次数进行限制。比如规
定一个人参加考公务员不能超过三次，对
于公务员培训机构也需要像学生培训机构
一样进行限制。让公务员考试变得纯粹
些，这也是必要的。

放宽公务员报考35岁年龄限制，诚然
需要谨慎操作，但不是不可以，在做好减法
的同时，也需要做些加法，从而将公务员报
考变得更加公平、公正，还要能减少改变所
带的弊病。

放宽年龄也要限制报考次数
□ 王军荣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
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
心潮澎湃”。2020年底，《人民日报》对社区团购发
声的回响贯穿互联网业2021年发展。相关部门着手
处置平台垄断、竞争失序、无序扩张等问题，互联
网行业正在“重塑”。阿里巴巴、美团等平台反垄断
调查落幕，目的是营造公平、高效、有序的市场竞
争环境。各大平台逐步“拆墙”，“听歌自由”“平台
选择自由”“付款方式自由”成为消费新常态，必然
惠泽广大用户、中小微企业，用户获得感更足，更
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据2021年11月09日 新京报 报道）

各大平台逐步“拆墙”
漫画/王铎

为老服务中心咋建？
老人说了算！历经近一年
的筹划、调研、施工、装修，

杨柳青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5日正式投
用。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作为该区街镇级重
点民生实事，这一项目力求精准覆盖、服务
贴心，并根据群众需求数次调整方案，提升
项目惠民指数。（11月7日《今晚报》）

10月 31日，有网民在人
民网领导留言板向浙江省代省
长王浩留言称，目前浙江省公
考35周岁年龄限制显然已成
为人才工作的障碍，故调整考
公年龄确有其可行性与必要
性，更有其客观性和实际性的
要求。

（11月7日《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