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坚持底线思维，
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在当前世界经济
深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严峻复杂的情
况下，坚持底线思维，对于我们准确研判与
把握经济形势和任务、稳中求进做好当前经
济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
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
种积极的思维方式。其最大特点在于，既
着眼于负面后果建立防范体系，同时又坚
定信心拿出相应对策。善用底线思维的
方法，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
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
把握主动权。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基础条件，但也面临许多困难与挑

战。国际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
苏动力不足甚至有可能减弱，美、欧、日等
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和发展态势可能
是下半年的最大变数。国内产能过剩、企业
经营困难、金融风险有所积累等问题依然存
在，诸多民生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发
展中面临着不少困难、挑战甚至风险，必须
引起高度关注。直面这些困难和挑战，既需
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也需要强
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

应当看到，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错综
复杂，有些已经存在，有些是将来才会出现
的，需要我们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一
方面要从眼下紧迫的问题入手，找准症结，
逐一化解。另一方面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做好提前预判和准备，以免措手不及。为
此，就要及时跟踪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局，对

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以及
可能出现的变数甚至最坏情况，进行全面
估量和深入分析，做好周全的准备，制定有
效的应对预案。这样，即使风险和困难再
大，我们仍然可以占据主动地位，化危为
机，随机应变，最终战胜困难。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
板。坚持底线思维，首先是要看清底在哪
里。只有看清形势，才能作出正确决策，增
加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不断提升领导科
学发展的能力。因此，从制定政策措施到
出台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案，都需要准
确地找出短板，划定底线。其次，要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摒弃为了出政绩、树形象而只
瞻前不顾后的错误思维方式，从守住底线
开始，量力而行谋发展。再次，要树立风险
意识，善于排查各种潜在风险，找出安全与

风险、常态与危机的分水岭，守住各种风险
的底线。比如，有序推进城镇化，务必摸清
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底
线；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强和改
善民生，既要鼓励个人努力工作、勤劳致
富，也需要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困难
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坚决守住底线。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备而无
患。做好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我们心无旁
骛，埋头苦干，同时也需要打开视野，周密
思考。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
战看得更严峻一些，我们才能把工作预案
准备得更充分，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
然。“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
舟”。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攻坚克难，“中
国号”巨轮才能长风破浪，稳中有进。

善用底线思维 做到有备无患
——五谈稳中求进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本报评论员

大场面、大投入、大制作，讲
排场、比阔气、竞奢华⋯⋯近年
来，一些地方举办的豪华文艺晚
会和高成本节庆活动，群众反映
强烈，中央高度关注。中宣部等五
部门近日发出通知，强调制止豪华
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和节庆演
出，明确提出严控党政机关举办文
艺晚会等具体要求和监督检查职
责。这是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作风

“八项规定”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文
化系统边学边查边改、以实际行动
反对“四风”的一次亮剑。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财
力增强了，举办晚会和节庆活动的
文化诉求也增多了，但这都不是大
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理由。“‘超级明
星’与缤纷焰火齐飞，‘高价大腕’
共奢华舞美一色”，动辄几百万，甚
至上千万，这样的“大手笔”，既不
是文化繁荣的标志，也不是拉动内
需的正道，更不是群众想要的文化
生活。要知道，我国还有1.28亿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 GDP
在世界排名还很靠后。在财政收
入增速放缓、民生改善需求不减
的形势下，各级政府更应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那些
豪华铺张的晚会和节庆演出，往
往由财政出资或摊派资金，增加了企业和群众的负担，浪费严
重，容易助长不正之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边学边查边改，是深入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题中之义。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四风”要对
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一掷千金的豪华晚会，铺张浪费
的节庆演出，就是奢靡之风的突出表现。反对奢靡之风，就是
要找准这样的问题，紧紧抓住不放，重重敲打，狠刹挥霍享乐和
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和节庆
演出，这是宣传文化领域反对“四风”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破
除文化领域的浮躁之气、奢华之风，形成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
文化导向，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人们评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看表了多少态、开了
多少会议、写了多少总结，而看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现实
问题。找对问题、找好靶子，才能解决问题、革除顽疾。各部门
各地区不妨都想一想、查一查，还有哪些自查自律的领域，还有
哪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都像狠刹晚会奢靡之风这样，
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群众最希望改的地方做起，教育
实践活动才能够善做善成，才能在立查立改中取信于民。

狠刹奢靡之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 张允强报道：
第十二届全运会开闭幕式已经定下了简朴
的调子，不办大型文艺晚会，不放大型焰
火，不请明星大腕，主角改为规模适当的全
民健身展示。正在举办的葫芦岛国际沙滩
—泳装文化博览会也取消了开闭幕式，群
众展演成为重头戏。简朴大方的办会之风
在辽宁各地形成传递正能量的强大气场。

作为举办晚会较多的传播载体——辽
宁广播电视台，秉承“少花钱办好事”这样
一种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下力气选拔群

众文艺人才提升节目质量。去年底该台专
门推出了一档反映当下群众文化生活的综
艺晚会栏目《百姓欢乐大舞台》。这档60分
钟的节目看不见一个明星大腕，看不到一个
奢华的场景，看到的是百姓当主角，演的是
身边的人，说的是接地气的事儿。幕后，导
演和工作人员自备盒饭，最硬的支出是群众
演员的吃住行安排，每期预算不到几万元就
办出了以往上百万元买不到的高水平。这
档节目现在已经办了35期，参演群众3000
多人，台上虽然没有明星亮相，但群众演员

更肯花功夫，原汁原味表演更出色，群众
文化不失专业水准，不断走高的收视率反
映了群众踊跃投票的热情。辽宁广播电
视台台长徐少达介绍说，每周一次的群众
晚会又成了群众品牌节目和文艺人才的

“孵化器”，由群众中选出来的主角直通一
年一度的辽视春晚和辽视百姓欢乐大春
晚。节俭的晚会回归了朴实，充分接了地
气，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大众晚会。

十二届全运会的改变更为深刻——
“全民参与、回归体育、简约绿色”。没有

了大型文艺演出照样吸引眼球：群众口味
真切，开幕式的正式展示项目全部为群众
喜闻乐见、经常参与的健身项目，既接地
气，又在编排上体现了艺术性；辽宁味道
浓厚，特别安排了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暖场节目，体现辽
宁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辽宁近年来
群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成果；注重内在品
位，不靠现代舞美装置渲染，群众体育爱
好者本色演出，很多服装道具就是广场健
身的群众日常穿的。

葫芦岛市宣传部部长石文光告诉记
者，以前办展会，往往把形式作为重点，声
势搞挺大，钱花不少，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节俭办会，不仅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节
庆、会展活动本身对政府的依赖，更要吸
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群众力量唱主
角。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将用在刀刃
上，丰富城市文化生活，开展文化惠民工
程，扎实推进展会对当地实体经济和经贸
活动的拉动。石文光说：“崇尚节俭是手
段，求实效才是目的。”

不办大型文艺晚会 不放大型焰火 不请明星大腕

辽宁节俭办会群众当家

由于多种原因，像钢铁、水泥等需要审批才能上项目的行业，多年来恰恰没能管住管好，造
成产能严重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
胜劣汰，没有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认为，这说明，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划 清 政 府 和 市 场 的 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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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从海
安港驶入海口港的客
滚船上的乘客等待下
船。当日 8 时起，随
着第 11 号强台风“尤
特”影响逐渐减弱，琼
州海峡抗风 8 级客滚
船恢复通航。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天 下 娘 心
——记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罗长姐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点 评

35年来，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
村民罗长姐，精心照料在部队执行任务时不幸患上乙型脑膜
炎、严重智残、按政策应由政府抚养的儿子。虽然充满艰辛，
甚至被儿子打瞎一只眼睛，但她始终无怨无悔，悉心照料。

“儿子是立了军功的军人，我是军人的母亲。绝不能给国
家和部队添麻烦，给儿子脸上抹黑。”1978 年，家住鄂西深山
中的罗长姐，果断接回执行特殊任务时突发意外精神失常的
儿子，悉心照料至今。35年来，为照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每
天都要发病的儿子，罗长姐脸无数次被儿子抓破，胳膊和手被
咬伤，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次，她帮儿子洗澡，儿子
突然一拳挥来，把她的右眼珠打了出来，她失去了右眼。每
年，她都将家里的口粮卖掉一半，领着其他孩子拔野菜、挖葛
根填肚子，攒钱买儿子喜欢吃的大米。她买来绞剪和剃刀，每
月给儿子理发，儿子不听话，她为他理一次发短则三四天，最
长的一次用了7天。

罗长姐在吊脚楼住房周围建起一米多高的木栅栏，修了
一条环形走道，带着儿子跑步“训练”。由于儿子对军队生活
记忆深刻，吃饭喝水一定要用部队的搪瓷碗。罗长姐翻山越
岭，到处寻找、购买类似部队发的搪瓷碗。至今，儿子摔坏了
100多个搪瓷碗、折断了一万多双竹筷。曾有医生预言，罗长
姐的儿子活不过 40 岁，但是她用母爱创造了奇迹，今年罗长
姐85岁，她62岁的儿子身子骨依然硬朗。

罗长姐先是送弟弟入伍，接着送儿子入伍。73 岁那年，
她又送孙子参军。每天不管多忙，她都把家门楣上方的“光荣
军属”牌和儿子的军帽、军功章认真擦拭、整理一遍。她说：

“当兵是保卫祖国，是最光荣的事！”以罗长姐为原型的电影剧
本《天下娘心》将于近期进行拍摄。

罗长姐荣获全国双拥模范个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称号。 （宗 文）

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日子，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第
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罗长姐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因公
伤残的儿子，始终无怨无悔、不离不弃。这位一辈子生活在鄂
西山区的普通母亲，把毕生心血倾注给儿子，这份母爱感天动
地、令人动容。

母爱深似海

第十二届全运会大幅压缩开闭幕式
预算，计划取消文艺演出和焰火燃放，请
群众当主角，搭起健身大舞台，赢得了普
遍赞誉。从中也传递了一个信号：举办大
型赛事应以人为本、回归理性，多算算经
济账、社会账、民生账，那种铺张浪费、规
模膨胀的做法当休矣！

近年来，许多重大国际国内赛事在各
地纷纷举办，这既是展示城市形象、发展
城市旅游的大好时机，也有普及体育运
动、促进全民健身的积极意义。让城市变
得漂亮些、让场面更加宏大些，固然无可
厚非，但却在竞相攀比之下逐渐形成了不

计投入产出、只看场面手笔的奢华之风。
“为逞一时风光，不惜一切代价”，耗资不
菲的大型体育场馆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是
赛后服务全民健身的承诺大多未能兑
现。人民群众对这样的“面子”和“政绩”
极为反感。

今年全运会制定的“全民参与、力求

节俭”原则吹来了一股新风。与此同时，
在山东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也摒弃
了大舞美、大制作、大场面，做到了“简约
而不简单，节俭不失精彩”。中央一再强
调“为民、节俭、务实、清廉”，全运会和十
艺会拆掉“花架子”、唱好“民生戏”的做
法，开了个好头，值得借鉴。

铺 张 浪 费 当 休 矣

□ 齐东向

本报北京 8 月 15 日讯 记者黄
鑫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数
据显示，随着我国对美韩多晶硅“双
反”初裁、中欧光伏“双反”和解方案初
步达成、国内光伏市场加速启动等，今
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业行业运行总体
情况趋稳，多晶硅产量逐月回升，部分
电池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国内光
伏市场稳步扩大。

据统计，上半年我国在产多晶硅
产能约 9 万吨，占全球约 20.5%；产量

3.1 万吨，同比下降 25%，占全球约
27% 。 产 量 逐 渐 回 升 ，从 1 月 份 的
3600 吨增至 6 月份的 6500 吨，少数
已停产骨干企业正计划复产。

上半年，我国进口多晶硅 3.9 万
吨，同比持平，主要来自美、韩、德等
国 ，进 口 占 比 分 别 为 33% 、29% 和
24%。随着我国对美、韩等国多晶硅

“双反”措施的陆续实施，全年多晶硅
进口量有望减少，预计在 6 万吨至 8
万吨之间。

数据显示，全球光伏市场重心在
向中、日、美等国转移。上半年，全球
光伏市场需求 16GW，同比增长 9%。
其中我国约 2.8GW、日本约 3GW、德
国约 1.9GW、美国 1.6GW，四国总计
约占全球 60%。预计全球年增装机
量将达35GW。

据中国光伏产业联盟测算，今年
我国多晶硅产量预计约 8 万吨，电池
组件产量将超 23GW，新增光伏装机
量将超8GW。

上半年国内光伏产业发展趋稳
多晶硅产量逐月回升

新华社北京8月
15 日电 今天闭幕
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发
出倡议，全国互联网
从业人员、网络名人
和广大网民，都应坚
守“七条底线”，营造
健康向上的网络环
境，自觉抵制违背“七
条底线”的行为，积极
传播正能量，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贡献。

8 月 10 日 在 中
央电视台新址举行
的“网络名人社会责
任论坛”，就承担社
会 责 任 ，传 播 正 能
量，共守“七条底线”
达成共识。“七条底
线”是：法律法规底
线、社会主义制度底
线、国家利益底线、
公民合法权益底线、

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
息真实性底线。

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举行期间，中国
互联网协会各位理事、专家、学者、网站
负责人和网民代表等与会人员经过热烈
讨论，一致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
延伸，所有网站和网民都应增强自律意
识和底线意识，并赞同共守“七条底线”。

中国互联网大会倡议

—

共守

﹃
七条底线

﹄

中国互联网大会倡议

—

共守

﹃
七条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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