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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姐妹儿，‘双11’都买啥了？”11月 10
日，美食爱好者王晓漾发微信问闺蜜孙逸
轩。

“囤粮食呗，各种自热小火锅，到时候
一起吃哦。”孙逸轩回复道。

“猜到你就这点追求了，给你介绍个吃
美味的法子，比自嗨锅嗨多了。”王晓漾说。

王晓漾推荐给闺蜜的是“净菜”。净
菜，即鲜切蔬菜，指将新采摘的蔬菜经过
整理，去掉不可食部分和烂坏部分，经过
洗涤、消毒等加工后，可直接食用或烹饪
的蔬菜。同时，常温净菜也可作为在预制
菜基础上衍生出的“新物种”，简单加工即

能食用，也可加温即食。
说话间，王晓漾点开手机上的“宅乐

送生活”APP，在“预制菜”里下单了“麻婆
豆腐”“红烧狮子头”菜品，还通过“蔬菜应
急包”下单了土豆丝、山药片，一共花了45
元。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午餐搭配好了。

王晓漾说，以前做一顿饭非常麻烦，
买菜、洗菜、切菜等，真是做饭3小时、吃饭
10分钟。自从有了“净菜”后方便多了，半
个小时能做出四菜一汤来。

净菜、预制菜简化了做菜工序，将食
材的质量与味道结合在一起，完全颠覆了
年轻人对厨房、烹饪、预制菜固有的认知，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
当下，更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
惯，拥有非常可观的市场前景。

作为本土企业，河南宅乐送生活科技
有限公司从 2020 年开始从事净菜、预制
菜生产销售，目前在郑州市区内，公司生
产的产品可在1小时内送达。“未来我们将
通过大数据应用、研发、分享，进一步完善
以中央厨房为中心的企业生态系统，努力
成为都市人‘简单、快、好吃’生活方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公司总经理王小娜
说。③6

□本报记者 孔学姣

“双11”不仅是电商平台的狂欢，也
是线下商场的盛宴。

11月 6日，郑州正弘城购物中心的
抖音账号晒出短视频，伴随着欢快的音
乐，工作人员正在将琳琅满目的化妆品
礼盒打包，通过快递送往消费者手中。

“好想买一套！”“现在是什么活动？”一
时间，评论区留言不断。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满足消费者
的购物需求，我们推出了快递服务。”11
月 10日，正在忙碌的化妆品销售人员职
晓楠对记者说，为消费者提供皮肤护
理、化妆技巧指导等服务是化妆品实体
店铺的营销优势，“双11”期间折扣力度
不亚于线上，也避开了与线上平台拼价
格的同质化竞争。

近年来，电商平台“双11”促销多采
用预售形式，从支付定金到补齐尾款、
再到物流运输，消费者收到所购物品通
常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线下商
场基本都是现货，品质有保障，促销力
度也不小。尤其是现在基本都可以线
上浏览商品、完成下单，自提或快递均
可。”消费者吴思晋说。

郑州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早早开
始备战“双 11”，各品牌折扣力度空前。

“喜欢的服饰和女包低至2折，缺货时商
家还主动从其他城市调货，实惠方便。”
郑州市民赵孟专门带女友前来购物。

业内人士分析，线下商场积极探索
数字化转型，在更大范围打通供应链，
主动降低商品价格，形式灵活、响应便
捷的购物服务将更好满足消费者需
求。③4

□曾鸣 胡舒彤

“ 前 年‘ 双 11’囤 的 纸 巾

上个月才用完”“去年买的空

气炸锅还没拆封”“冲动消费

后 收 获 一 堆 鸡 肋 ”…… 今 年

“双 11”，不少消费者总结过

往教训得出结论：理性消费，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消费而

不浪费。这与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的“倡导绿色消费”理

念高度契合。随着绿色低碳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消

费 、理 性 消 费 成 为 今 年“ 双

11”的主旋律。

理 性 消 费 ，是 对 刚 需 的

认可。居家过日子购物要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量入

为出，随便被令人眼花

缭 乱 的 促 销 活 动“ 忽

悠”，购买了一些可有可

无的东西，看似得到便

宜 ，实 则 是 一 种 浪

费。以生活刚需作

为消费准绳，将更多

时间、金钱和精力，

用在真正需要的东西上

面，把钱花在刀刃上，省钱

也是一种赚钱方式。

理 性 消 费 ，是 对 产 品 品

质的挑剔。现代人追求高品

质生活，在产品选择上格外注重品质。以

绿色消费为例，天猫平台消费者可以开启

88碳账户，京东联合品牌带来超 300 万款绿

色商品等，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带有节能、节

水、绿色、低碳、有机等关键词的产品。比

如节能电器，虽然价格比普通的电器贵点，

但是节能减排，用起来更安全，正所谓“买

着贵用着便宜”，因而更受消费者欢迎。

理性消费，是对品牌的培养。随着国

产品牌的研发、制造、设计、营销能力不断

提升，新颖时尚、物美价廉的本土产品成为

不少年轻人的购物首选。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对品牌国货的追捧，促使商家摒弃“跑马

圈地”低价走量的营销模式，开始注重创新

的能力、品牌的塑造。

消费需求倒逼生产变革。从最初全民

狂欢式的“剁手”，到如今追求品质、环保，

理性消费渐成主流，国人消费理念发生了

巨大变化。“双 11”作为现象级的社会经济

活动，其背后是供给侧结构的不断优化，释

放出各行各业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

进行全方位调整，不断加强产品研发、技术

创新的信号。唯有如此，生产才能不断满

足消费需求，进而激发消费潜能，充分发挥

消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促进作用。③5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

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来临，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消费市场呈现出绿色、安全、健康、理性的新趋势，反
映出普罗大众的“碳”索新生活需求。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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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鸣

微信群接龙，新鲜食材送到家门口；
小区院内，享受专业发型设计……当“宅”
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不少居民的消费习惯
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便利店，主要
针对的是家庭消费。”家住郑州市金水区
的90后女生刘迎介绍，最近她被邻居拉进
了一个社区群，起初是在“团长”的带领下
在该便利店采买物资，随着邻里之间在群
里的交流愈发频繁，逐渐发展成为社区内
的信息交换、服务互助群。

“现在群里经常能收到服务交流信
息，比如，有小区业主组织的家门口免费
理发、农产品促销团购，还有‘双 11’来临

线上平台推出的美甲美睫、上门保洁服务
等，非常便利。”刘迎说。

消费者手机里越来越多的购物群，让
规范化、便利化、特色化的社群消费成为
社区居民的“新宠”。实体超市线上配送
服务、社区团购、直播带货……不少线上
平台精准对接社群消费需求，让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多方面生活需求。

“社群消费成为社会消费中增长迅猛的
新板块，其消费场景更加贴合广大城市居民，
社群消费或将成为改变消费者习惯、拉动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赵然表示，为此，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唤起
社区活力，为社群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鼓励社群服务在特、专、精上做文章，打造
多元化、本地化的社群消费产品。③7

居家餐饮捧红净菜

实体店优惠力度超网店
宅家乐享社群服务

□郭涛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党的建设和组
织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高校党
的组织工作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确保高校始终成
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始终成
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的坚强阵地。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高
校党的组织工作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
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
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
保证。”对高校而言，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经验，也是
扎实办好高水平大学的基本遵循，同
时也是高校党的组织工作的根本目
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加强
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必须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折
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必须统
筹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把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
过程，切实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
导，关键在于构建高质量组织工作体
系。要大力推进党对高校工作全面领
导的组织工作制度体系和工作体制机
制建设，推动形成职责清晰、规范有
序、运行高效的组织工作格局，不断优
化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
主管理的高校治理结构。高校党委应

当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把方向、
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
实”的作用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要
制订完善党委会（常委会）、校长办公
会议事规则，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落细落实。院系党组织应当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不断完善二级院（系）
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等决策机制，通过院系党组织会议和
党政联席会的有效运行实现党政共同
负责制。

二、坚持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高校党的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思想基础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
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党
的创新理论的集中体现。用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就是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刻脑海、扎根
心田、融入血脉，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
想武器。高校党委要以思想自觉引
领行动自觉，把理论武装体现在办学
治校、立德树人的具体实践中，为学校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
精神力量。

学校各级党组织是理论学习的组
织者、引领者，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
任，完善并落实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和师生员工政治学习制度，
把理论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要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党的宗
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自
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
者。要大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注
重抢占新兴媒体的“最前沿”，丰富形
式载体，拓展广度深度，不断扩大理论
的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要大力发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
性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精神动力，转化为推动学校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坚持以提升党的组织力为重
点：高校党的组织工作的核心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的力量来
自组织。高校党的组织力是高校各级
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基本保障。要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为契机，健全和完善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要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树立大抓基层、严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要不断优化
党组织设置和党员队伍结构，扩大党
在高校基层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要严把发展党员关，严格党的组织生
活，持续开展高校党建“示范高校、标
杆院系和样板支部”三级联创等新时
代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切实把
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促进学校事业改
革发展的战斗堡垒。

高校党委要选优配强各级党组织
书记，加强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
人”培养培育。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
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重要职责，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吸
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切实把广大党
员和师生员工团结凝聚在党的旗帜之
下，教育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四有好教
师”，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争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

四、坚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
伍：高校党的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支撑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
定因素。实现高校党的组织工作高质
量发展，关键是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校党委要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认真落实新时代好
干部标准，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
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
实干部素质考察关，在政治忠诚、政治
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上严格把关，选用政治上靠得住、过得
硬的干部，对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
决”。要坚持事业为上，加强干部岗位
和干部人选的综合分析，注重把事业
需要、岗位要求与干部的专业才能、工
作业绩、综合评价有机结合，实现党组
织的领导把关作用、民意的基础性作
用和人岗相适的统一。

高校党委要坚持严管厚爱，建立
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
严管理体系，全面从严从实加强干部
管理监督，综合运用干部考察考核、巡
视巡察、经济责任审计、信访举报等结
果，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建立崇尚实
干、勇于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
系，切实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要加强

青年干部实践锻炼，注重在学校改革
攻坚、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磨
砺干部，强化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
领养成，锤炼干部过硬能力作风，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五、坚持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
高校党的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
一资源。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
事业兴。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和
科技创新的重镇，要始终坚持党管人
才原则，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为建设高水平
大学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高校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
领导，加强对学校人才工作的前瞻性
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将人
才队伍建设列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
划、列入党委重要研究事项、列入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要健全
完善学校党管人才体制机制，做到“一
把手抓第一资源”，形成党委统一领
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同
配合、基层党组织具体落实的横纵贯
通、全面覆盖的工作格局。要坚持引
进与培育并举，加快构建人才资源竞
争优势，形成高水平人才集聚高地，为
人尽其才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和良好
的条件保障，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
力、贡献为导向、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潜
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促使各类
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
充分涌流。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大力推进高校党的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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