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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四川活动日”15日开幕

快来体验极限飞行
打卡“成都造”

■ 12月15日-17日，以“合
作创新天府机遇”为主题的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四川活动
日”系列活动暨世博耀巴蜀·川渝
优势产业展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
举办。活动期间，成都设置了300
平方米的成都馆，来自装备制造、
新型材料、电子信息技术、医药健
康、绿色优质食品、文化创意、电
子商务、非遗文化等领域的24家
企业将以场景式营造、互动式体
验的方式，现场展示文创、机器
人、汉服等“成都造”产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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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轮波及中国多个省市的
新冠疫情背后，是各条战线的紧张与
忙碌。媒体报道的一个最新现象是，
最为忙碌的群体除了医护、社工之
外，还有各大城市12345政务热线员。
北京700余个话务坐席，总共受理问
题反映72万余件；成都220人的接线阵
容，日均接听电话超过两万次。更为
典型的是南京，7月疫情期间，最多一
天竟面临100万次的拨打量。

用传统的人体感官来体验，这组
庞大的数字实属惊人，足以让接线员

“接”出职业病。但以当下数字思维来
剖解，百万级件（次）在大数据面前只
是沧海一粟。这堪称一个“现象级”现
象，既是数字时代政府网络理政的生
动写照，也揭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面
临的巨大挑战。

诞生于1999年的“12345”，肇始于
一位“记不住号码”的杭州大妈。政府
将计就“记”，将偶然变成必然。“有事
找政府”（12345的谐音）被国家有关部
门作为政务类特服专号，面向全国公
开。由是，凭借一个易记的数字和一
支专门的队伍，“12345热线”成为沟通
政府与民众最直接的桥梁。一个看似
有点鸡毛蒜皮的小故事，其内涵是

“民之为大”。
集纳并回应社情民意并非现代

产物，上古尧帝时期设立“诽谤木”，
百姓把意见写于其上或敲击出声，官
员 即 当 办 理 ，可 谓 最 早 的“ 民 情
12345”。行至新千年门槛，12345凭借

“集大成”优势，一解当时各行业各部
门众多热线资源分散难题。二十余载
春种秋收，12345热线从简单业务系统
构建的“初始版本”，走进智能技术应
用的“进阶版本”，迈向治理价值创造
的“迭代版本”……一步步的进阶，无
不是新时代承载的新价值所在。时至
今日，12345已根植于百姓心中，成了
一块金字招牌。而迈向数字时代，面
对逐年呈几何叠加的话务量，面临政
务服务的细分整合，面向数字治理的

效能需求，“12345”这个特殊的数字，
该体现怎样的价值？

回溯过往，12345连接政府与市民
的“表”看似没变，“里”却在迭变：过
去是一部电话几个话务员，现在是

“政务一网通办”“城市一网统管”；过
去仅需转达百姓诉求的接线员，现在
要求懂市政察市情的分析员；过去接
件集中于个体问题的解决，现在更多
的是公众问题的反映——热线那头，
对美好生活的“精准追求”多了；热线
这头，代表政府“精细治理”的能力跟
上了吗？

热线那头是“出题人”，热线这头
是“答题人”。这样的诘问不无道理。
12345走过22年，号码归并统一，服务

功能扩容，治理能效理应跟上，但现
实仍不时“打脸”：衡水一位市民原本
只是简单咨询物业费，二十余次“电
话转接”后仍被告知“12345能办什么
事啊”，此言一出，瞬即登上热搜；海
口一位市民买房遇问题求助12345热
线，工单竟流转22天，引起舆论关注
……尽管事件都关联12345，实则不是
热线应背的“锅”，而是治理该管的

“责”。说到底，12345不是具体的“办事
员”，是平台的“总枢纽”。哪些咨询可
交人工智能，哪些工单转派相关部
门，哪些诉求区分轻重缓急……这个
枢纽越高效、越智能，越能将具体入
微的每一件关涉“锅碗瓢盆的诉求”，
贯穿民呼政应的每一个步骤，就越能

避免“热线空设”“工单空转”“投诉空
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
有一流治理。一流治理，直指三个关
键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数字
生态系统推动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
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解决数字社会
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化解新
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扮演
的角色和职责意义重大；另一方面，
数字政府既是“数字中国”的有机组
成，也是驱动“数字中国”的重要引
擎。

12345的“数治化”，无疑是建设数
字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
环。疫情之下民生需求集中爆发，更
多公众将“有事打12345”内化为行为
习惯。非常时期的非常考验，才是最
真实的考验。12345只是数字政府基础
设施中一个细微的末梢，从这次波及
多个省市的“非常考验”也不难看出，
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
们也不无欣喜地看到，这条热线遭遇

“流量暴涨”的“危机”，恰恰也迎来
“以数促治”的“良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
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数
字经济，释放的是城市发展新动能；
数字治理，释放的是城市发展新活
力。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依数
据行动，绝不是玩数字游戏——北
京12345从“接诉即办”转型“未诉先
办”，靠的就是大数据“算”出年度选
题；上海12345以城市运行市民感知
平台为抓手，预测预警风险，背后是
AI助力；佛山12345升级为“市长直
通车”，探索网络综治模式，算法模
型功不可没。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一日千里。
翻阅人类历史，“刀耕火种”到“声光
化电”是科技的革命；“谏鼓谤木，立
之于朝”到“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治
理的革新。12345这道应时代而生、
依技术而变的“数治题”，是回应美
好生活需求的“素质题”，更是社会
治理升级的“述职题”。不断求解，才
是最优解。

什么是“国之大者”？此之谓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王

涵 黄静

高学历人才进入制造业工厂
有何不可？

一道不断求解的“数治题”
热线12345

成都与世博会有
着不解之缘。2010 年，

“成都活水公园”作为
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案例，向
全世界深刻展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成都实践，生动诠释了“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精髓。

在此次世博会中国馆“四川活动

日”系列活动暨世博耀巴蜀·川渝优势
产业展上，成都将带来哪些新惊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本次活动期间，成都设置300平方
米的成都馆，聚焦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战略定位，共组
织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电子信息技
术、医药健康、绿色优质食品、文化创

意、电子商务、非遗文化等领域24家
企业参展。以场景式营造、互动式体
验的方式，全方位展示成都雄厚的科
技经济实力、独特的城市发展魅力、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以此进一步加强成都与
相关国家、地区的商贸、文化旅游、科
技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

共享单车是城市文明的
窗口之一。12 月 13 日，记者
从成都市城管委获悉，为倡
导文明使用共享单车，呼吁
共同维护市容市貌，守护成
都文明城市荣誉，成都市城
管 委 将 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2022年1月15日，组织成
都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
自律联盟，在成都“5+2”区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2022 成都
共享单车——文明骑行 规
范停放”主题活动。活动准备
了丰富的奖品，有共享单车
骑行周卡、月卡、年卡，快来
参与。

12 月 15 日下午 2：30，活
动启动仪式将在成都市青羊
区宽窄巷子东广场举行。活动

现场将发布《文明骑行规范停
放倡议书》、文明骑行主题曲，
同时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打
卡拍照、互动节目等精彩环
节。此外，参与活动的市民还
有机会现场领取免费骑行月
卡，先到先得。

2021 年 12 月 20 日—12
月 24 日是规范停放周。在这
一周的周一至周五早晚高峰
时 段 （8：00-10：00，17：
00-19：00），成都市城管委将
在“5+2”区骑行热点区域开
展关于共享单车如何规范停
放的线下宣传倡导活动。市民
朋友除了能学习《共享单车停
放技术导则》相关知识，参与
现场互动还有机会领取共享
单车骑行周卡。

成都共享单车“文明骑行
规范停放”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2022 年 1 月 4 日—1 月 7
日为文明骑行周。这一周的周
二至周五，由武侯区始发，各
中心城区将依次开展倡导文
明骑行接力活动。文明骑行宣
传队将由各区城管队员代表、
单车企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组成。骑行途中还将随机进行
有奖问答，答对的市民将收获

神秘奖品。
2022 年 1 月 10 日—1 月

15日是共享单车小广告清理
周。在这一周，共享单车企业
将对单车车身张贴的小广告
进行无差别集中清理，并对车
身进行清洁维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四川天府新区：华府大道蜀郡、安工广场、戛
纳湾路口、华府地铁口、光明城市、兴隆湖

■成都高新区：桂溪公园西区网球场、天韵路、
锦悦西路、格力专卖店、航利中心、生命科技园

■锦江区：成龙大道附二医院公交站、王府井、
摩根中心、狮子山地铁B口、大慈寺财政厅、塔子山地
铁A口

■金牛区：白果林、中医大地铁站、万达地铁口
B1、环球广场、抚琴地铁A口、梁家巷地铁口D口

■成华区：二仙桥地铁站、华茂广场、建设路建
设巷口、万象城、339广场、双桥地铁D口

■青羊区：新城市广场、通惠门地铁站、青羊宫B
口、中医大地铁站A口、财大B口、文化宫E口

■武侯区：桃园广场、来福士广场、武侯祠、二环
路王府井、华西医院、红牌楼地铁站

规范停放周具体活动点位

成都馆达300平方米 24家企业参展

极限体验、纪念品展示…… 让你大开眼界
市民也将在此次

活动上“大开眼界”。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到，四川华控图形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VR虚拟运动体
验/模拟训练产品——X极限飞行器
VR体验设备将在现场亮相展出，“该
设备拥有丰富的模拟运动体验、无死
角的逼真视觉体验、大角度实时运动

姿态体验等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创
造出娱乐仿真体验和真实模拟训练
体验。”活动相关负责人透露。

同时，一大批成都企业也将带着
文创、机器人、跨境进出口商品、汉服国
风场景在现场进行展示。比如，成都沁
悦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展示的Mossi
熊猫系列公仔是四川省唯一入驻2020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纪念品商店的特许

产品，深受迪拜世博会观众喜爱。成都
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展
示工业机器人，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
都）有限公司将在现场展示机器人助行
康复外骨骼，让患者可以重新站立、上
下台阶。此外，现场还将展示被纳入成
都市首批应对疫情城市应用创新产品
清单，并登上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等栏目的热成像测温机器人等等。

制造业工厂应聘现场堪
比春运？据报道，日前，新能源
巨头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四
川时代在宜宾开展招聘，吸引
了大批求职者，现场人山人
海，热闹程度堪比春运。新兴
产业的崛起，高科技制造业的
发展，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高
学历人才加入。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
象。潮流改向，工厂再度吃
香，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情
况？需要更全面调查。所谓的

“很多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
的学生，往往还未毕业，就被
各大企业争抢一空”，也需要
严谨求证。

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高
学历人才加入制造业？首先，
这是个体选择。到工厂还是
送外卖，考公务员还是进外
企，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条
件设计人生。待遇高，社会认
可度高，自我实现的机会大，
这样的单位显然更受青睐。
那些加入制造业的高学历人
才，显然不是跟风，也不是走
一步算一步，而是经过权衡
而作出的选择。“选我所爱，
爱我所选”，有何不可？

而依托宏阔的时代背景
可知，制造业受青睐也属正
常。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
础，国家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放到愈加突出的位置。具体体
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制造业发
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
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要一环。制造业有前途，也有
钱途，高学历人才蜂拥而至，
也很正常。

如今的制造业不是惯常
意义的普通工厂，而是融入了
科技含量的行业。制造业需要
人才，需要高学历人才，需要
高级技工人才。以机器人为
例，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
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
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

志。如果没有两把刷子，这种
工作能干得了？

2015 年 国 务 院 发 布 的
《中国制造 2025》即指出，制
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
基。一方面，我国是制造业大
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
整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我
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自主
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
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
量效益等方面尚有不小的改
进空间，远远称不上制造业
强国。

建设制造业强国，既需要
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也需要
人才引领。拥有素质优良、结
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建
设制造业强国才有强大的人
才支撑。从这个角度看，高学
历人才愿意走进制造业工厂，
绝非坏事。

但是，还应看到，目前制
造业对制造业工厂的重视程
度仍不够，吸引力仍需提升。
同时，社会上对制造业工厂还
有一定的偏见，对其评价仍不
算高。与人们认同的白领、金
领相比，制造业工人的地位仍
需提高。

而改变这种现象，则需
要国家更加重视制造业发
展，让制造业从业者有奔头、
有盼头，还很体面。同时，制
造业从业者也需要不断提高
内功，让我国的制造业更有

“存在感”，推动制造业新技
术蓬勃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以中国制
造业升级为核心的产业创新，
正是一个需要精耕细作的行
业。时代在变，“咱们工人有力
量”的自豪感不能变。招揽人
才，人尽其才，则中国制造业
将迎来明亮前景，制造业从业
者也越来越有尊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
约评论员 王石川

建设制造业强国，既
需要顶层设计和制度安
排，也需要人才引领

一个看似有点鸡毛蒜皮的小故事，其内涵是“民之
为大”。

热线那头，对美好生活的“精准追求”多了；热线这
头，代表政府“精细治理”的能力跟上了吗？

热线那头是“出题人”，热线这头是“答题人”。
12345这道应时代而生、依技术而变的“数治题”，

是回应美好生活需求的“素质题”，更是社会治理升级
的“述职题”。不断求解，才是最优解。

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听人员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