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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融媒

新华融媒选粹

■■进进博博十十二二时时辰辰

扫描右侧二维码，打
开你的进博时刻。

■■ VVRR 让让你你““看看透透””故故宫宫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视频报道。

再过两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
上海西翼的“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如期绽放。

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将在这里实现
“全球首发”，更大的开放决心，将在这里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行动。任何宏大的叙事都离不开微小的
瞬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多少个进博的日与夜，在
我们的镜头下一一记录……

朱娟

最近，我通过搜索引擎作了一个简单的统
计：以“互联网＋”为关键词的新闻信息约 1 亿
条，以“人才＋”为关键词的新闻信息约 7450 万
条。在一些地方，似乎某项工作不“＋”一下就算
落伍，都不好意思说是创新；似乎只要“＋”一
下，工作立马就有量的飞跃甚至质的提升。

其实，有些“＋”只是为跟风而自戴的高帽。

事还是那么一回事，但写上一个“＋”，就能掩盖
一些陈旧的缺点，在颜值上变得新潮、时尚。其
实认真品析就不难发现，很多带“＋”的提法，只
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应该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深度融合、有
效介入的工作思路，而不是简单叠加、嫁接和包
装。其核心是从根本上改善工作方式，消除工作
盲点，提升工作质态，其要义是以新方法来解决
旧难题，而不是以新概念文饰老问题。

一些部门和单位以为，采购了一批互联网
设备，开通了网站、微信公号，用互联网做了一
些信息公开、沟通传达的工作，就是“互联网
＋”。其实，这些不过是简单的工具应用。只有让
互联网真正成为改变传统工作方式的新载体，

成功解决传统工作路径下难以突破的难题，才
能称之为有效的“互联网＋”。

“＋”泛滥，表面问题是“跟风”，实质问题是
作风。正是作风上的不严不实和政绩观上的偏
差，导致了工作上的盲目跟风、追逐热点，热衷
于形式上的“花架子”，却不深学苦练内容上的
“真功夫”。实际工作缺乏新的有效推进，具体问
题没能在根子上解决，群众自然难以真正收获
满意。那些人为包装出来的数据和成效，延误的
是时机，耽误的是工作，损害的是形象，最终只
是“一时的热闹”，留下的却是“持续的遗憾”。

“＋”过热，还反映了创新匮乏与作风虚浮。
一些单位和个人，既没有敢于直面问题、解决难
题的创新勇气，也缺乏深入研究、细致破解的创

新意识，只能做一些以参考借鉴、学习创新为
名的简单“复制”，实际上是一种伪创新。

不联系实际、不聚焦问题、不紧接地气，
简单从别处移植过来的“＋”，难免水土不服，
对实际工作无益，反而会掩盖问题，甚至可能
阻碍本应及时推出的创新思路和有效举措，
最终事倍功半。

真“＋”不宜装旧酒，呼唤的是不编新名
词“文饰”、不搞新概念“包装”、不跟新风向
“贴牌”的真思想、真解放。只有真正学懂弄通
做实“＋”的思维理念，勇于将已过时的“旧
瓶”打碎，善于将已变质的“旧酒”换新，才能
真正收到“旧貌变新颜”的创新实效和“日月
换新天”的革新之功。

跟风滥“＋”，也是作风问题

本报评论员裘立华

10 月 21 日，备受关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51 信用卡被查。杭州警方发布消息称，经初步
调查发现，51 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
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
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行业
风声鹤唳，在 51 信用卡之前，已有一批大数据
公司被查。它们大多涉嫌利用“爬虫”技术违规
获取用户的通讯录、地址定位等个人敏感信息，
并且卖给放贷公司、催债公司用于暴力催债。

大数据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大数
据的获取与开发利用也被视为未来的“核武
器”。但是，在技术带来红利的同时，违法偷取、
超范围获取、无规矩滥用、违法买卖大数据等行
为饱受诟病。尤其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技术滥用
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甚至扰乱金融行业
秩序。

“爬虫”技术被滥用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
它会成为“暴力贷”的帮凶。在近几年引发轰动
的“暴力贷”案件背后，大都有“数据帮凶”的身
影。催债公司利用“爬虫”技术获取通讯录、地址
定位等个人敏感信息后，会不断对催债对象进
行各种骚扰，连催债对象手机里的亲朋好友、老
板、同事也会遭到各种谩骂和骚扰。此前，已经
出现催债对象因不堪其扰，被逼自杀的恶性

事件。
有一些人认为，利用“爬虫”技术获取大

数据并不违法，因为此举目前处于法律灰色
地带，“法无禁止即可行”，即使出了问题也可
以用没有法律规定来逃避惩罚。事实真的如
此吗？不可否认，创新确实可能暂时面临无法
可依的情况，因为立法一般都有一定滞后性，
但是，创新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准则予以规范
了呢？

事实上，约束商业行为的，除了法则还有
伦理。我们常说技术是中立的，“刀子本无
罪”，但刀子握在谁手里，结果很不一样。我们
在发明工具、发明技术并加以使用的时候，一
定要考虑它的负面性。

创新同样如此。即使暂时没有法律规定，
也应该有基本的是非观。创新创业者要有基
本的道德判断，要权衡这项创新是去造福大
多数人，还是去危害他人。

事实证明，一旦某项技术对社会造成危
害，基本还是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法规依据来
加以惩处的。比如，在最近的这些“爬虫”事件
中 ，那些协助他人作恶的人 ，也都付出了
代价。

要让创新有生命力，要让创业有持久力，
也应以德为范，不逾越道德底线，以造福社会
为前提，不为恶，不助恶，保持敬畏，取财
有道。

互联网创新创业要守道德底线

2019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故宫博物院利用
数字化的技术将紫禁城“搬”到现场。

展会上，故宫博物院以“紫禁城·天子的宫殿”
为主题，推出了 3 个线上 VR 全景展示应用和 4
个 VR 穿戴式设备应用，共计 7 部剧场版 VR 节
目，多角度、沉浸式展示故宫的建筑艺术及蕴含的
传统文化内涵。观众可以通过 VR 眼镜从不同视
角游览故宫，同时还能亲身体
验御花园喂鹿和观看角楼的搭
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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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 日工信部发布
的工业经济数据中，有一
个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前
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 6% ，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7 . 2 个百分
点。与之相对应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 . 7% ，明显高于全部工业。

在经济学中，今天的投资就意味
着明天的产出。12 . 6% 的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增速，不仅代表先进制造的发
展速度，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的
预期与信心，彰显经济运行中不断积
聚的创新动力。纵然当前面对复杂的
环境和转型压力，人们依然能从中看
到经济发展的底气和迈向中高端的
潜力。

分析经济形势，视角尤为重要。当前，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动力深刻调整的阶
段，新动能正成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不
可忽视的力量。在工业领域，先进制造就
是观察新动能的一扇窗口。

它是更轻薄的运动装 、可变形
的柔性屏 ，是奔驰于街头巷尾的新
能源汽车 ，也是遍布各地的智慧工
厂……

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与增
加值增速高于平均；太阳能电池和新能
源汽车产量实现 20% 以上的增长；电
信业务总量、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迅猛；工业与信息技术加速融合，企业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约 70% ……新产品、新
产业加速孕育、快速迭代，新动能加速积聚，正
以看得见的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创新不只在先进制造，动能转
换也来自取长补短、腾笼换鸟。三季
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 . 4% ，淘汰
落后产能力度不断加大，为新动能
腾挪出巨大空间 ；技改投资增速大
幅高于制造业投资增速，新动能快
速崛起，市场焕发勃勃生机。前 8 个
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和中小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好于整体工业，
从 一 个 侧 面 印 证 创 新 的 效 果 与
活力。

也许有人会说，新动能只是观察
经济的一个视角，一些指标单独来看
也许并不全面，有些行业也会面临经
济周期和市场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些数字
中可以看到，新技术、新模式方兴未
艾，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在世界
经济增长放缓中企稳，在应对风险
挑战中稳进，不断聚集的创新动力
更是展现了中国经济所具有的韧性
与后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国拥有庞
大的市场和超亿户的市场主体，其中
蕴藏着巨大的力量。随着创新氛围的
浓郁、创新意识的加强、创新成果的涌
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必将迸
发出更大活力。 （记者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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