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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
要我们像绣花一样解决真问
题、满足真需求，将精细化贯
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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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6

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回答记者提问，从“官方

带娃”的推广到老旧社区电梯的加装，从打

击医院“黄牛”到做好农民工工资的治欠保

支工作，提问者与回答者俯仰用心皆为民，

问的问到点上，答的答得实在。

一问一答中，突出的是问题导向。如何

解决“上好大学难”、留人才难，如何打好蓝

天保卫战，提出的都是一个个现实问题，回

答的都是一条条针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行之

有效的举措。在问与答之间，彰显着日益明

晰的倾向——社会治理更加精准了。

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急剧的

社会变化，新与旧急剧转化、城与乡急剧融

合、社会结构迅速多元化复杂化，旧的矛盾

尚未有效破解，新的问题又扑面而来，社会

治理往往跟不上发展的步伐，这也成为影响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问

题不解决，就像白米饭中的碜一样，影响着

生活的舒适度，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感。

其实，抓住了矛盾，就抓住了推动发展的

关键，也抓住了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关键。社

会治理精准化，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考

虑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有的放

矢，有针对性地采取个性化、精细化的社会治

理措施。就是要强化治理的精准意识，化解

历史遗留累积的存量问题，治理新形势下出

现的增量问题，从中找出普遍规律，着力以治

理精准化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比如，老旧社区改造就是历史遗留累积

的存量问题，加装电梯是其中一项。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厅长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加装电

梯要坚持“业主自愿、市场运作、政府支持、

安全规范、程序优化”的原则，充分发挥业主

作为物权所有人的主体作用，有序推进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这样的治理方法之所

以说是精准的，就在于不只是简单地解决电

梯的问题，还将基层组织建设、基层自治水

平的提升也纳入其中，既针对老旧社区硬件

设施落后的困境，又针对老旧社区物业管理

等软件落后的问题，拿出治表又治根的办

法。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就需要这样的

系统性、前瞻性思维，从而补齐短板，把尽可

能多的领域纳入到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去。

这次记者会上提到的就诊中“一院一卡、

一人多卡、互不通用”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出

现的增量问题。省卫健委主任表示，用身份

证、社保卡都能到医院看病。推进就医“一卡

通”是我省重点改革事项。目前，省直 25家医

院全部实现“一卡通”，全省已有 15 个省辖市

实现区域内就医“一卡通”，其余省辖市也在

加快推进。新的增量问题，就要着眼于通过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水平来解决，要

按照社会治理的规律办事，加强现代治理手

段的运用。科学化，强调专业人才和专业方

法运用，从而实现精细化服务的供需无缝对

接，以满足治理对象的更多个性化需求。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一蹴

而就，需要我们像绣花一样解决真问题、满

足真需求，在社会治理理念思维、体制机制、

方式方法等方面都下足绣花功夫，将精细化

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这样才能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7

□张瑜

近日，一篇 7 年前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

《冰川冻土》的论文意外引发舆论关注，热议

的焦点在于，作者在论述生态经济学的过程

中，列举了导师夫妇的事例，进而阐述“导师

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对此，《冰川冻

土》编辑部发表撤稿声明，表示将严肃对待发

表文章质量问题，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见1月 12日澎湃新闻）
这篇论文题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

理论与实践（I）：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作者

在开头称，“文章以自己身边的人为例，解读

他们身上隐含的人生哲理……”并以“美与

道”“导师的崇高感”“师娘的优美感”“生活之

美与人生大道”展开了论述。客观而言，论文

的研究动机和构架设置，从逻辑上看倒也并

非荒诞不经。但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自

己“崇高的”导师和“优美的”师娘，这种毫不

避嫌的态度，很容易给人一种“用一篇论文去

拍马屁”的恶劣观感。无怪乎，该论文遭到众

多网友调侃吐槽，被讽刺为“高端大气上档

次”且赤裸到极致的“马屁论文”。

有意思的是，据查，作者的导师正是该论

文所发期刊《冰川冻土》的编委会主编。也就

是说，面对学生所写的吹捧自己的论文，这位

导师并没有将其拦下。莫非是不以为意、深

以为然？莫非是有什么样的导师，就有什么

样的学生，或许这正是“马屁论文”诞生的原

因之一。

人 可 以 不 爱 惜 羽 毛 ，但 制 度 却 必 须 守

正。“马屁论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核心期刊

上，无疑揭示着相关审查防线的溃败。核心

期刊被视为学术研究的高地，但近年，论文

抄袭、造假事件等，频频伤害着核心期刊的

公信力。正因如此，教育部屡屡发出强音：

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马屁论文”虽然

无涉抄袭、造假，但其所呈现和表露出的谄

媚丑态，有悖于公正客观的学术操守、规范，

同 样 也 是 一 种“ 不 端 行 为 ”，甚 至 是 学 术 之

耻，也可能涉及名利上的输送与腐败，同样

应当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对此，有关部门

有必要迅速启动调查，复盘“马屁论文”的刊

发过程，对相关失职人员进行问责，同时，也

应举一反三查找问题，从论文审发机制上进

行深层纠偏。7

以精准治理提升幸福感

“马屁论文”何以能一路绿灯

靠“网红城市”“网红景区”来吸引游客眼球，究竟能

走多远呢？其实，我国旅游资源开发已经达到了一个较

高的水平，很多城市的旅游资源都被饱和开发利用，很

难再推出更多的“网红景区”。如果不注重旅游市场的

资源配置，不注重旅游基础建设，盲目追求“网红效应”，

这一模式终究难以长久。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网

红”下去，源源不断推出“网红景区”也很不现实，甚至这

种做法还会让“网红景区”沦为旅游市场的一针“兴奋

剂”，兴奋、新鲜过后照样会陷入“沉寂”。

尽管追逐“网红热”能营造出与众不同的一些新看

点，但毕竟是“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如果屡打“网

红”这张牌，难免会将原本丰富的旅游资源变得越来越

单一，而适得其反。“网红景区”不是不可以有，但不能成

为旅游市场的“主打”，从而忽略老牌景区内涵、特色的

深挖和传承。旅游市场需要均衡发展，还是得把老牌景

区做出品质、做出品牌、做出口碑。笔者希望各地在发

展旅游市场时，抓住根本、夯实基础，不断创新方式方

法，让城市旅游始终保持均衡“热度”，如此，才是确保旅

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道。7 （唐卫毅）

【新闻】《2019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显示，国内游

客量达 55.4 亿人次，收入突破 5 万亿元。其中，近两年

异军突起的“网红城市”可谓功不可没。然而，部分业内

人士面对“网红热”持冷静态度，认为这只能带来“短期

聚焦”效应，旅游市场更需要的是持久的“眼球经济”。

（见1月12日《工人日报》）

老牌景区应向“网红景点”学习

双声道

正所谓“船多不碍港”，网红景点成为地方旅游的

新亮点，不仅可以分流游客群体，也有利于保持城市旅

游市场的热度。网红景点多多益善，打卡的游客多了，

自然就会带动上下游许多产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老牌景区与网红景点可以互相借鉴，共同发展。

重庆钓鱼城景区距离重庆主城 50公里左右，车行 1个多

小时就到。然而这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却没有多少游

客光顾，问题就出在景区经营者观念陈旧，抱着“皇帝女

儿不愁嫁”的心态，不思进取，安于“吃老本”。游客去西

安只为体验“摔碗酒”，去厦门鼓浪屿只为尝“土耳其冰

淇淋”，去成都只为拍照“爬墙熊猫”……老牌景区的经

营者不能一味埋怨游客没文化而只会凑热闹，而要看到

“网红景点”项目里的趣味性、新鲜感和游客的参与度，

正是这些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所以，研究当下游客

的心理特点，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抖音、短视频等传播手段对老牌景区进行包装，在

“旧瓶”里装上“新酒”，吸引年轻的游客来老牌景区“打

卡”，是老牌景区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否则，一些具有

深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景区“门前冷落鞍马稀”，就只能

“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了。1 （李健）

“网红景区”不过是一针兴奋剂

不忘初心7 漫画/陈定远

最近，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仰韶酒业”），可谓

喜事连连、捷报频传。

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中

国营销“奥斯卡”颁奖会上，仰韶

酒业斩获“中国企业创新营销

奖”。2020年 1月 3日，因抢抓

机遇，奋力开拓，有力促进了三

门峡经济社会发展，仰韶酒业被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授予“2019

年度经济发展优秀企业”荣誉称

号。2020 年 1 月 8 日，在最美

豫酒人颁奖会上，仰韶酒业的高

红涛、张振科，高居“最美豫酒

人”榜单前两位，成为“双子星”

上榜的酒企……

除此之外，仰韶酒业在全省

市场抢攻上战果辉煌，捷报频

传，迅速掀起了一阵“彩陶飓

风”，尤其是其匠心之作——彩

陶坊天时日月星的上市，再加上

另一扛鼎之作彩陶坊地利洞藏

系列产品的上市，使这股让业界

注目的风潮，越刮越广、越刮越

猛、越刮越持久！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快速奔跑的仰韶

随着春节的临近，大多数名酒巨头都早早
吹响了抢攻市场的号角。作为“豫酒领军品
牌”，仰韶酒业也不例外，为了打一场漂亮攻坚
战，几个月前，就进入了“粮草备战”阶段。

最近，记者走访了仰韶酒业。
在位于渑池仰韶酒业的生产厂区，记者发

现，不管是老厂区，还是新厂区，都进入一年里
最忙的时期，酿酒车间、灌装车间、包装车间等，
都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更让记者感到振奋的
是，等待装货的物流车队，排得更长了，他们担
负着向终端渠道运送“弹药”等后勤补给的重
任。

同时，位于仰韶酒业下游的渠道商、批发
商、烟酒店，同样都在调兵遣将，进货、送货，加
速备战，忙得不亦乐乎！

记者获悉，仰韶酒业已实现了在整个河南
市场的布局。仰韶酒业营销中心被放到了具
有战略地位的郑州区，另外，华东区和西北区
肩负着局部市场攻城拔寨的重任。“截至目前，
仰韶酒业已在河南省内 18个省辖市设立了分
公司，在全省的100余个县区设立了‘办事处’，
基本完成了‘营销中心、地市分公司、县区办事
处’的三级立体布局。”仰韶营销公司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

为了打好元旦、春节双节市场攻坚战，仰

韶酒业在全省范围内，谋划了一个宏大的抢攻
规划。

2019 年 12 月 18 日，随着“彩陶坊天时盛
宴”郑州首场品鉴会的举办，仰韶酒业也正式拉
开了“奋战新春”的帷幕。

“自 2019年 12月 24日，从郑州战区开始，
南阳、许昌、漯河、洛阳，一直到 2020年 1月 19
日信阳战区结束，跨度 20多天的 30多场声势
浩大的‘爱家乡，卖豫酒’订货会，陆续在各个战
区展开。同时，另有30余场彩陶坊天时高端品
鉴会、50余场渠道推广会交替进行。”仰韶酒业
品牌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怀揣振兴梦的仰韶人，斗志昂扬，以实干笃
定前行，大型订货会、天时盛宴品鉴会、渠道推
广会等，各种有温度的营销活动轮番上阵，迅速
掀起了深耕河南的一个个高潮。

作为深耕市场的方式，仰韶酒业精心谋划
了大型订货会，南阳、周口、信阳、焦作、洛阳、商
丘等，在全省 18个省辖市，包括 100多个县区，
展开了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抢攻战。而郑州市
场，作为战略核心市场，仰韶人更是全力以赴，
不敢懈怠。2019年 12月 24日在中牟、白沙吹
起抢攻市场的冲锋号，紧接着，省级行政区紫荆
山周边，传统经济产业重镇经开区，航空港区、
龙湖镇，市级行政区的中原路周边商业发达区、
南阳路周边等，车辚辚，马萧萧……一路上所向
披靡，抢市场战役推进得顺风顺水。

截至2020年 1月 12日，仰韶酒业就已经举

办了80多场活动，俨然按下了振兴豫酒的快进
键。时下，仰韶酒业的市场深耕活动，还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这波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2020年 1
月 19日。

仰韶酒业的快速奔跑，自然令整个行业注
目。如今，这股“彩陶风”，刮出了河南，影响到
陕西、山东、河北等周边市场，甚至在中国酒圈
也引起了震动。

越刮越盛的“彩陶风”

仰韶酒业有什么“造风术”，让这场风潮越
吹越广，越吹越猛呢？

首先，借郑州地铁这个优势资源平台，仰韶
酒业已率先冠名了 3条线，让彩陶坊的靓丽身
影展现在地铁里。全省有一亿人口，没坐过地
铁的还有很多，但只要到了郑州，都会去体验一
下地铁的风驰电掣。同时，仰韶酒业每年都会
精心策划“彩陶坊专列旅行”，据记者了解，仅
2019年里，仰韶酒业就已组织了6趟专列，让近
万名仰韶酒业的核心客户既品到了彩陶坊美
酒，又获得了愉悦的旅行体验，更重要的是，通
过“彩陶坊专列旅行”，让广大客户在情感上与
仰韶酒业建立了有温度的连接。

其次，在河南的次高端市场上，仰韶酒业也
有很强的话语权。仰韶酒业通过“三会三宴”策
略，精准抢占了河南几乎所有的政经热点、焦
点，除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大会、河南国际投洽会外，还有洛阳牡丹文化
节、郑州国际航展、大河财富中国论坛等，凡是
有高端活动的场所，就能看到彩陶坊的身影，俨
然一个酒圈里的“网红”。

其三，作为食品行业，体验式营销也是深耕
市场的一把利器。好喝不好喝，品过了才会知
道。为了用好这把利器，仰韶酒业精心策划，向
广大消费者端出了“百城万店·百万品鉴”活
动。近几年，仰韶酒业利用每年 7月到 10月的
3个月时间，在郑州、洛阳、许昌、安阳等18个省
辖市，借助一大批知名酒店、酒楼，通过抓眼球
的“陶香白酒盲品赛”，在为消费者带来了饮酒
体验的同时，还成功让彩陶坊与广大消费者建
立了情感上的连接。

其四，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减少酒驾，助
力平安河南”，仰韶酒业斥巨资投身“你喝酒，我
代驾”的公益活动，通过有温度的社会公益活
动，在安全诉求上与消费者产生了共鸣，让消费
者一喝酒，就立即想起彩陶坊。“对喝酒者做到
了细致入微的情感关怀，并借此使‘到河南，喝
陶香’从一句宣传语，迅速变成了‘喝陶香，有代
驾’的生活新风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最后，仰韶酒业还通过公益助学、扫码赢红

包、豫酒中原行等有温度的活动，对彩陶坊的品
牌推广、市场深耕，起到了巨大的引流作用，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股“彩陶风”增添了动
力。

综上，仰韶酒业一些卓有成效的创意营销，
带来了彩陶坊在市场上的惊艳表现，尤其是自
2008年“彩陶坊”上市开始，创造了一个个增长
纪录，成就了酒圈里的“彩陶坊现象”。即便如
此，仰韶酒业仍怀揣做大做强的产业理想，在创
新的路上飞奔。

2018年 8月，由彩陶坊天时“裂变”成的彩
陶坊天时日月星正式惊艳上市。记者从仰韶酒
业了解到，早在 2019年初，仰韶酒业就迅速完
成了“天时日月星”在省副食、盛林商贸、金辉云
酒以及省内百强企业等酒商、大客户的重点布
局，截至目前销售成果格外喜人，为下一步全方
位渠道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 12月
30日，经过多年研发、匠心打造的彩陶坊地利
洞藏系列D6、D9在郑州震撼上市。这是继“彩
陶坊天时地利人和系列”“天时日月星”后又一
匠心之作。

接下来，彩陶坊天时地利人和系列、彩陶坊
天时日月星系列、彩陶坊地利洞藏系列，将形成
一个强大耀眼的“彩陶坊家族”，借助显著产品
力的阵营，2020年，仰韶酒业将迎来一个增长
的爆发之年！

陶香美酒誉中原 河南刮起“彩陶风”

模特展示彩陶坊地利洞藏美酒

彩陶坊地利洞藏酒

彩陶坊天时酒高端品鉴会现场

彩陶坊天时日、月、星系列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