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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市长曾进泽率
队到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
江基地、湛江海事局、湛江大
道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调研检查
海上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及重点项
目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强调要把
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
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7
月27日《湛江日报》）

人以安为乐，业以安为
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场
安全生产事故，可能让一个家
庭支离破碎，也可能让一家企

业毁于一旦，甚至会让一个地
区的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近年来，我市狠抓重点行
业领域专项整治，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但也要看到，当
前湛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
持续推进过程中，随着经济建
设规模的扩大以及物流的快速
增长，在安全生产基础仍然比
较薄弱的情况下，安全生产面
临的压力更大，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特别是当前和未来一段
时间，我市既要常态化开展疫

情防控又要全面推进经济发
展，还要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安全生产事故如果得
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影响到经济
发展大局，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打折扣。

因此，虽然我们之前在安
全生产工作中已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骄傲
的资本。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
们，安全生产意识稍有松懈，
事故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安
全生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抓
好安全生产，就是对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科学发
展阶段，努力追求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的发展，这对安全生产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必
须尽职，企业必须尽责，社会
必须尽力，使我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走上低生命代价高质量发
展之路。这就要求各级各部门
能牢固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以最
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最严防
线，为湛江高质量发展营造更
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7 月 23 日、7 月 26 日湛江
晩报连续用跨版的形式，图文
并茂报道了湛江日报社“跟着
课本游湛江”研学游以及军事
夏令营活动现场。同学们把课
堂摆在蓝天白云下，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实践科目多姿多
彩，青春活力四射，深深感染
着读者。

在湛江晚报上我们看到，
发自活动现场的一幅幅生动的
照片，一篇篇学生写下的作
文，完美体现出“研学游”的
生动实践。同学们在广阔天地
感受全新教育氛围，学到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获得课堂上
所没有的体验。一日之间仿佛
更加成熟老练，更加知事明
理，更加自强自立。

笔者接触过众多家长和孩
子，他们对这种融入大自然的

“研学游”十分欣赏，倍加青
睐，都在争相积极参与。同学
们以天地为课堂，以社会为学
校、以百姓群众为老师，全新
认知体验劳动的价值，体会革
命军人的英雄情怀，感悟湛江
大地的历史变迁。一次“研学
游”的机会弥足珍贵，自然收
获满满。学生们笔下的作文情
感真挚，给人以美的享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研
学游”活动具有十分广阔的发
展潜力，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研学游”不同于一般的旅
游，是组织学生走出校园，投
身社会，在大自然的环抱中拓
展视野，丰富知识，培养社会
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研学
游”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
容和新方式，正在各地广为推
开。湛江日报社做了一件很有
意义的工作。现在这项活动正
在向深度广度拓展，更多的孩
子将加盟“研学游”队伍，将
走进大自然，迎接新的挑战。
全新的“研学游”将伴随孩子
们度过一个美好而难忘的假
期。

有关单位组织这类活动尤
其要注意安全，要坚持“教育
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细
化明确安全管理全过程，严格
规范操作程序。要搞好服务保
障，确保同学们活动好、学习
好、身体好；确保“研学游”
顺利健康；确保真正把好事办
好，办成学生暑期活动的示范
标杆，办得孩子父母都称心满
意，办成最具品牌价值和影响
力的湛江“研学游”。

构筑安全生产最严防线
□ 程绍德

把课堂
摆在蓝天白云下

李湘东（霞山）

在电商平台上，用户评价往往是消费者选
择商品的重要参考因素。也正因如此，一些不
良卖家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获取更多交易
机会，寻找“刷手”进行虚假交易，以不正当
方式提高商品销量、用户好评度和店铺信誉。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一批网络虚假宣传不
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严厉打击“刷单炒信”、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新华社发

弄虚作假

新京报 针对鸿星尔克捐
赠 5000万被质疑一事，壹基金
发布关于鸿星尔克捐赠 2000
万元物资的说明：7月 21日，鸿
星尔克公司与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签订捐赠框架协议，约
定：拟于 7月 20日起向壹基金
捐赠现金和物资，其总价值不
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其
中，包括人民币 200 万现金捐
赠和 1800 万元物资捐赠。上
述 200万应急款项鸿星尔克公
司已拨付，将于未来几日到账，
其他相关物资将由壹基金根据
物资到达情况和灾区需求分批
次接收和发放。

微评 围绕这起舆情事件，
有媒体爆料称，早在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鸿星尔克
曾于当年1月30日表示，“携手
壹基金捐赠1000万元物资”，并
在当年 2 月初明确其在“捐赠
了1000万元物资”后又“硬核操
作开辟口罩生产线”。但网友

与媒体按图索骥查询发现，在
壹基金出具的“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项目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
出的专项审计报告”中，2020年
1 月 22 日至 12 月 31 日捐赠前
十名（包括物资与善款在 200
万元至1500万元间）名单，并没
有看到鸿星尔克的名字。于
是，今次鸿星尔克的捐赠，也难
免有网友质疑了。要消散这起
捐赠疑云，还得当事企业站出
来兑现自己作出的“分批次捐
赠物资”承诺。否则，这就涉
嫌诈捐了，若如此，对于还在

“福建民企百强榜”榜单上的
鸿星尔克来说，就尴尬了。我
想，网友如此的关注这起捐赠
事件，并非想看鸿星尔克的笑
话，而是希望爱心企业也好个
人也罢，对于自己作出的捐赠
承诺能一一兑现，这既是对自
己的企业负责也是对灾区人
民的担当。

和风

中新经纬客户端 近日，网
络上流传一张宣传“新东方优能
中学暑期集训营”的微信聊天截
图。截图中称，该训练营在邮轮
中举办，长达 45 天，费用为
219800／人，名额仅 4000 人。
相关人员表示，有关上述“新东
方优能中学暑期集训营”的截图
为造谣。

微评 这张截图我细细地看
了三遍：行程安排包括“航行至
公海”“高强度集训，穿插各种
考试”等，并表示“二十年名师
授课经验积累，实力不是以前地
面班课那种水课”。以前，我们
常说，“有图有真相”，意思是，
图片都有了，还有假么？但是，
网络上流传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在朋友圈回应上述集训营宣传时
称：“你对新东方到底有多恨，
才能在这种艰难时刻还要落井下
石？”有没有人憎恨新东方？我
不知道；当下，对于新东方这类
培训机构来说，算不算“艰难时

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懂：7
月 24 日，中办、国办正式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
多个重磅措施：校外培训机构
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
训；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
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
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表
示，《意见》 的“态度之强烈，
措施之强硬”，令他有点震惊。
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于
上 了 热 搜 的 天 价 “ 暑 期 集 训
营”，正站在风口上的俞敏洪当
然不淡定了！不过，这截图是
不是造谣？看来还有待有关方
面的澄清。当然了，我们希望
这真的是谣言！

“暑期集训营”45天收费近22万？ 运动品牌鸿星尔克的捐赠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