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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湖南开放大学来了
前身是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将广泛开展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等

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
+”为特征，面向全省开展学历
教育、 非学历教育和提供终身
教育公共服务……12月23日，
湖南开放大学正式揭牌成立。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更名为湖南开放大学

早在今年9月，教育部印发
《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
（简称《方案》），其中提到，将所
属的39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统
一更名为××(省域名或城市
名)开放大学，统一纳入国家开
放大学办学体系。

“《方案》 明确了开放大学
新的定位、 新的目标、 新的要
求， 要将开放大学办成我国终
身教育的主要平台、 在线教育
的主要平台和灵活教育的平
台、对外合作的平台。”出席揭
牌仪式的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
周为认为，当前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正在对教育

产生革命性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
已经进入普及化，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加速形成，开
放大学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记者了解到， 湖南开放大学
的前身是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创
办于1979年， 是一所采用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教学、 以职
业人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开放大
学， 直属于湖南省教育厅的普通
高等学校。建校41年来，已拥有19
所市州和行业分校，117个县级教
学站点，办学网络覆盖全省城乡，
累计培养本专科学生86.5万余人，
同时还办有干部网络培训学院、
老年开放大学、 青马在线等非学
历培训机构， 各类在籍学生达20
多万人， 开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数
千万人次， 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巨
型大学，老百姓身边的大学。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

“更名只是形式，重点是转型
发展， 湖南开放大学肩负着新的

历史使命。”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
书记刘臣表示， 学校积极主动适
应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
教育发展趋势， 大力推进转型发
展， 努力实现从以量图大向以质
图强转型， 从学历补偿向知识补
偿转型， 从文凭提高向技能提升
转型， 由线上为主向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转型。下一步，国家开放大
学将与湖南开放大学、 与体系内
所有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共
同建设好终身教育、 在线教育、灵
活教育以及对外合作四个平台。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
陈建民表示， 湖南开放大学以促
进终身学习为使命、 以信息技术
为支撑、以“互联网+”为特征，面
向全省开展学历教育、 非学历教
育和提供终身教育公共服务的目
标更加明确。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行业、面向社区、面向农村，广泛
开展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新型农民教育和各类培训，把
湖南开放大学建设成为具有湖南
特色、国内一流的新型高等学校。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雨水也能卖钱了！比自来水便宜20%
国内首宗雨水资源使用权交易在长沙落地 雨水处理达标后目前主要用于园林绿化等

A03民生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熊佩凤 美编/聂平辉 校对/汤吉

扫
码
看
首
宗
雨
水

资
源
使
用
权
交
易

本报12月23日讯一场大雨过
后，地面、屋顶的雨水进入地下蓄水
池，消毒之后，成为绿化带喷灌用
水。在长沙，已有不少小区配置了这
套雨水综合利用系统。这些雨水不
仅可以在本小区内实现回收再利
用，甚至还可以作为资源进行交易。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新闻)

12月16日，长沙高新区市政
园林环卫有限公司的洒水车从地
下抽取了6立方米处理过后的雨
水喷洒路边绿化树木， 这些雨水
资源由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提供， 每立方米的价格为3.85
元， 比自来水价格低了20%。“这
是12月11日我国首宗雨水资源
使用权交易在长沙成功落地后，
正式投入使用的第一车雨水。”长
沙市海绵城市生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秘书长刘波表示。

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福安告诉记者，自2016
年长沙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以
来， 雨水收集利用成为民用住宅
小区建设的“硬性要求”。“多数小
区雨水综合利用系统的集蓄容积
量在300-500立方米左右， 大部
分雨水在本小区内就可以回收利
用，而不用的可流向市政管网。不
仅减轻了市政管网在雨季的排泄
压力， 也起到了节能环保的作
用。”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在长沙
承建的雨水收集工程集蓄总容积
已达7万立方米。

据了解， 该套雨水综合利用
系统包括管网收集、弃流、储存、
处理、回用五个部分，处理过后达
标的雨水目前主要用于道路冲
洗、卫生间冲厕、绿化浇灌等，未
来还可以应用于消防救援用水、
喷泉类景观补水甚至是洗车。

■记者周可视频何佳洁

本报12月23日讯 集中为28
家农户建污水处理站， 使其厨房
污水、 厕水经处理后达到Ⅲ类水
质标准……12月23日，记者在长
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看到了这样
的小微水体治理样本。 这里原本
泛黄泛绿的河水如今变澄澈了，
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更高了。

据介绍， 区、 街道、 社区于
2018年启动了小微水体治理，打
通水系、净化水质，对每个山塘、
沟渠制定个性化治理方案，“先后
投入约1000万元， 完成130余处

小微水体及管护示范片区建设，
清退洗涤房、砂场、预制场、养殖
场等。”

当天， 记者在含泰社区刘家
湾组还看到一个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站，每天该片区28户家庭的厨房
污水、厕水经过生物降解、除臭等
处理后，可达Ⅲ类水质标准。“以前
的生活污水就直接排到沟渠，最后
都汇入靳江河。”居民张西兰说，自
去年夏天污水处理站投运后，周边
的水环境发生了大变样。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邓超

12月17日，一篇名为《我被美
团会员割了韭菜》 的文章在社交
媒体上刷屏， 该文作者基于自己
点外卖的经历发现， 在美团上的
同一家店铺，用同一个配送地址，
在同样的时间点单， 会员比非会
员的配送费更高。文章中称，本以
为开通外卖会员会省钱， 但附近
几乎所有外卖商户的配送费都比
非会员高1元至5元。（12月23日
经济日报）

9月15日，央视点名在线旅游
平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当日，
在微博上发起的一个投票显示，
有1.5万人认为自己遇到价格明
显差异的情况， 占所有投票人员

的近八成。去年3月，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88.32%的被调查
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或
很普遍，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
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

如今，“大数据杀熟” 显然已
经成为了流行语。 事实上， 在国
内，从滴滴到美团、携程早年都曾
经被曝出过大数据杀熟， 国外大
数据杀熟的历史更早———早在
2000年， 亚马逊就玩过差别定价
的套路。 不少平台通过“千人千
面”的展现方式，表示给用户更好
的个性化体验， 而这种展示方式
恰恰能隐蔽性地收割会员的钱

包———因为这样一来， 用户很难
发觉自己被割了韭菜，即便发觉，
也难以举证。 从平台利益的角度
来看，对用户进行“大数据杀熟”
屡试不爽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
称，且风险成本低。

本质上说, 大数据技术并无
原罪,由此所衍生的“杀熟”,归根
结底不过是一种商业套路。这一
定价“潜规则”,正是依据大数据
所形成的用户画像和消费习惯
进行精准溢价。商家利用大数据
“杀熟”丑闻，就是滥用技术的结
果，甚至可以说是走上了“技术
歧路”， 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商家
的信赖和消费习惯，采取信息不

对称报价，以获得更高的价格差
收入，进而忽视了消费体验和公
平原则，令老客户承担超出正常
范围的价格。大数据“杀熟”的出
现，反映出的是我国法律法规的
建设落后于电商经营快速发展
的现实。从欧美国家的立法实践
看，“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一旦被
认定为价格歧视等不公平行为，
会被严令禁止，我国的《电子商
务法》 虽从去年开始生效执行，
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条例，还不
能用来规范这种大数据“杀熟”
行为。

正因如此，已经完成的《反垄
断法（修订草案）》和刚刚结束征

求意见的《反垄断指南》才成为了社
会各方的期待。《反垄断指南》细化了
《反垄断法》 规范互联网平台的相关
规定，与此同时，《反垄断法（修订草
案）》则明确了4条平台经济领域经营
者实施差别待遇行为可能具有的正
当理由，法律程序上判定“大数据杀
熟”是否成立，也会给予双方同样的
举证权利。

商业伦理的塑造，商业秩序的形
成，从来都不容易。大数据技术普及
是大势所趋，有利于实现与满足美好
生活需要，当下更重要的，就是监管
打好反垄断组合拳，推动企业自律社
会共治，让大数据不再“杀熟”。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评
论 打好反垄断组合拳，让大数据不再“杀熟”

长沙岳麓区含浦打造小微水体治理样本

12月11日， 湖南高新物业有
限公司以每立方米0.7元的价格
将集蓄的每年4000立方米的雨水
资源卖给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再将处理过后的雨水资源以每
立方米3.85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沙

市高新区市政园林环卫有限公
司， 用于园林绿化、 环卫清扫作
业， 这一价格比自来水价低了
20%。 这是我国首宗雨水资源使
用权交易， 标志着我国雨水资源
等非常规水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市
场化进入了实践阶段。

首宗雨水资源使用权交易长沙落地

▲处理后的雨水
被用于对绿化树木的
喷洒作业。

▲ 雨水综合利用
系统设备。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