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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率先”的功夫下到“抓紧”上
——— 聚焦省城“优化发展环境”之三

□本报评论员 崔滨

“率先建成更高水平小
康社会、奋力开启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被明确为济南未
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而正如济南市主要领导
所说，面对济南目前发展中
的差距与不足，不“抓紧”就
不会有“率先”。

作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
市之一和山东省会“6+1”都

市圈的核心，济南既肩负着
先行一步做表率的责任，又
拥有“率先”的区位和资源优
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济
南现有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经
济发展水平，还无法在全省
达到“率先”的标准。经济发
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既是
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
载体，也是积累政府财政收
入、提升综合实力的源泉。经
济发展水平上不去，城市建
设、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等
方面的发展就缺少必要的物
质基础，而省城构想中的“率

先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的目标则必须有综合实
力支撑才行。

因此，虽然济南市提出
了“率先”的概念，但功夫却
要下在“抓紧”上面。而无论
是“十二五”战略规划中要求
的“转方式调结构”，还是济
南市自己设立的“发展更好、
城市更靓、管理更优、生活更
美”目标，都需要济南在全省
做出表率，率先规划好产业
布局，形成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格局。在这个意义上，
济南最迫切需要的“率先”，

是如何抓紧优化经济发展的
环境，当下济南市正在推动
的工作，正是抓住了这个牛
鼻子。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普
通市民，大家乐见的是，从土
地规划、项目审批和企业服
务上，将济南变为最具吸引
力的投资热土和创业乐园；
同时也乐见，在培育本地优
势产业、激活县域经济上，打
造更多新的城市品牌。

作为省城的市民，我们
热切期待着，济南市能够通
过优化发展环境的努力，真正
抓住难得的机遇，破除各种观

念短板，拆除各种或明或暗的
行政壁垒，释放出更大的经济
活力，为未来的发展积聚潜
力，拓展空间。在全国范围内
和全省范围内的发展竞争中，
各个地方在资源和区位条件
等方面确有差异，这些差异也
会反映到一个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和潜力上来，但更应该看
到的是，资源和区位条件，已
经不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前景最关键的因素，真
正决定一个地方未来的，是能
否创造一个低成本的发展空
间，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资本、人才、资源等等发展要
素，总是流向那些增值最快，
而又成本最低的地方。济南市
优化发展环境的努力，让我们
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智慧和远
见。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再大
的投资、再好的规划，如果落
实起来抓而不紧、效率低下，
一拖就没了干劲，再拖就没了
机遇。优化发展环境，就必须
克服庸懒散，就必须自己和自
己较劲，就必须自己向自己
动刀。济南市自我加压的行
动，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决心
和勇气。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资本、人才、资源等等发展要素，总是流向那些增值最快，而又成本最低的地方。济南市优化化发展环

境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智慧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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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元森

4月7日，新闻出版总
署署长柳斌杰通过他的实
名微博，参与了人民微博
争鸣版的话题讨论，针对
河南省宁陵县设临时禁酒
办能否奏效的调查，他投
票支持，认为“有必要，减
少公款消费”。

“禁酒办”能否奏效，
这个话题在网民中已经引
发热议，并且见仁见智，观
点不一。最终能起到什么
效果，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位官
员的意见。让网民感到惊
喜的是，柳斌杰作为一名
在职的正部级领导干部能
够像普通网民一样，在网
上投出自己的一票，并且
很认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
减少公款吃喝的观点，他
写道：“几百个文件管不住
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
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
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
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
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

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
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
满意度大提高。”

在微博上，一名正部
级干部不但没有官架子，
还和普通网民一样“路见
不平一声吼”。遇到这样的

“博主”，网民不只感到解
气，更会觉得彼此亲近无
间。让官员轻而易举地“走
出”机关大院，拉近与公众
的距离，或许正是微博论
政显而易见的好处。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
中，为官者总是“居庙堂之
高”，权力如何运作自然由

“肉食者谋之”。受官本位
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民
众往往有敬官、畏官的心
理，遇到问题缺乏独立思
考，并且不能坚持己见，最
终官职大小成为判断是非
的重要标准 。即 便 是 今
天，在一些地方“法律没
制度管用，制度没文件
管用，文件没批示管用”
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要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
仅需要公众认识到权力
来自于人民，还需要官
员主动放下官架子，用
现代的政治文明破除权

力的神圣化。官员真正
贴近群众，做起来并不
容易。如果不能完全打
通心里的隔膜，官员即
便和群众面对面，也未
必能听到心里话。最终
还是官员一通指示，群
众只顾点头。柳斌杰在
微博上投出的一票，不
一定能赢得所有网民的
赞同，但以实际行动否
定了“一句顶一万句”。
官员和网民在网上互动
久了，有时还会唇枪舌
剑地争论，比如全国人
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
铿在微博上因为一个词
语的理解偏差，就搬出
了词典来较真。在这样
的争论中，已经无所谓官
与民的区别，民主、平等的
观念就扎根在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的互动中。

所以，越来越多的官
员投入到微博论政，确实
是值得期待的新风向。当
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包
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各
项改革都面临难题。官员
以各种形式贴近群众，让
权力去神圣化，自然更有
利于凝聚全社会的共识。

正部级“博主”让权力更亲民

到乡村去报恩去还债
——— 参观临沂红色影视基地有感

□王洪亮

这是一次朝圣之旅，一
次心灵之旅，也是一次反思
之旅，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流
着泪参观了坐落在沂南常
山庄村的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像“沂蒙母亲”王换于救
治《大众日报》工作人员的
种种壮举让参观者深受感
动，气咽声塞。

参观的过程中，我也一
直在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能
把自己的亲骨肉卖了给革
命战士换小米，为什么他们
能揭下自家的房顶给军队
喂战马，为什么他们能把所
有的孩子送到部队参军，为
什么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热
血甚至生命奉献给共产党
八路军，他们对于主义、理
念、信仰未必有深刻的理

解，他们或许是出于一种朴
素的感情：共产党八路军把
老百姓当亲人，咱老百姓就
把他们当亲人；共产党八路
军能牺牲生命保卫百姓的
生命财产，他们就是咱自己
的军队自己的党。军队是咱
军队，战士就是我的兄弟，
用乳汁喂伤员这种惊世骇
俗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老
区人民用小米供养革命，用
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也自
然而然了。

革命成功了，新的国家
建立了，我们成了执政党，
渐渐地，有的人忘记了执政
之基，力量之源，淡漠了与
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血肉
联系，有的甚至骄奢淫逸、
贪污腐化、作威作福，这种
党员必将被人民所唾弃、所
不齿。中外政党兴衰成败，

无不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我
们践行“三个代表”，开展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开
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都有一个重要
议题，就是要摆正位置，正确
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服务人民。

临沂革命老区经过近
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一
些地方比较贫困，那些为革
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老区
人民衣食温饱问题还没有
彻底解决，我们这些“第一
书记”到村里去帮助脱贫致
富、改变面貌，这也算是去
报恩，去还债。

(作者为山东省直选派
驻苍山县石埠村“第一书
记”)

相当部分外国人对汉语
的热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欣赏、把玩与好
奇，注重的是中国的“过去”，
而对现代中国的文化知之甚
少。

———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
说。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输血
管道，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
要因素。从长远来讲，经济缺
血会让运行效率降低，也会增
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教授黄明说。

不是我选择热点，而是热
点选择了我。我只写我感兴

趣、想不明白的事，等我想明
白了写成文了，兴趣点就过
去了。如果我每次都踩在时
代的脉搏上，说明我生龙活
虎地活着，还没进入冬眠厌
世状态。

——— 作家六六说。

基础制度就像我们城市
中的道路、桥梁、路灯、管道、
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一个城
市如果基础设施出了问题，这
个城市就“玩不转”，社会也是
如此。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
了问题，一个社会的秩序就无
法保障。

———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
平说。

“不同而和”是大学精神
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这个
世界的理解和愿望。

——— 上海纽约大学首任
校长俞立中说。

从总体上看，房地产调控
政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
键时期，调控取得的成果还是
初步的，房地产价格合理回落
的基础仍不稳固。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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