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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

“看到咱河南众多‘大腕’参加‘冰桶挑
战’并且献出爱心，我很感动。其实活动的本
质就是为了传递爱心，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让更多人了解罕见病患者的生活现状，引起
社会对此类人群的关注。所以慈善不是‘冰
桶’的句号，而应该是一个问号，问一问如何
使救助活动常态化、社会化。”8 月 23 日，网友

“国产珊瑚虫”在大河论坛的一则回帖，引发
网友对“冰桶挑战”之后的思考。

据悉，“冰桶挑战”旨在让人亲身体验“渐
冻人”的感受，并为“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
这种全球罕见疾病患者捐献爱心，在国际巨
星及各国政要的参与后传遍全球。近日，在
网友的呼吁下，大河网负责人高亢参加挑战，
同时成功邀请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卫凯、郑州清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轩、奥克斯空调郑州公司总经理张孝银
和大山教育集团董事长张红军等完成挑战并
捐出善款，引发河南互联网上的“冰桶”热，而
如何更好地救助罕见病患者则成为网友讨论
的热点。

点赞
“冰桶”承载着爱心和希望

大河网网友“天亮说晚安”：有人说“冰桶”
是一场秀，但你是否想过，这冰桶里承载的是多
少“渐冻人”及其家属的希望？这种疾病极其罕
见，高额的医疗费用，更是让他们不堪重负。这
样的公益活动影响力较大，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大河网网友“绝代商骄”：不用参加“冰桶挑
战”我也能体会到他们的痛苦，这种病和活死人
有何分别？但他们的痛处又有多少人知道？我
们应该在感谢父母赐予自己健康身体的同时学
会感恩，献出一份爱心，给这些患者带来希望。

大河网网友“金色多瑙河”：我曾读过一位
罕见病患者写过的一首诗，其中写道：“给我一
个希望，哪怕如绝望般无望。”你们明白这桶冰
水承载的是多么大的希望吗？

大河网网友“红尘独舞 1981”：人都是有
尊严的，如果不是太难医治，谁都不愿意接受
别人的援助，这说起来都是泪啊。大家尽可能
都来帮助他们吧！

追问
“冰桶挑战”终极目标
只是捐款吗？

@Jsongrt：有人说“冰桶挑战”的本质就

是捐款，当你挑战成功、捐出善款、约战好友
之后，这个活动就已经画上句号。但我觉得
不是，它应该只是个问号，问题的关键应该
是罕见病的救助，是否应该上升到社会保障
层面？

@江北的布谷鸟：“冰桶挑战”警示我们不
应该忘记这些几乎是在“等死”的罕见病患者，
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社会的关
注。这些医学难题需要全世界的科研力量进
行攻克，不能因为“罕见”，所以选择不见！

大河网网友“河南草根”：很不幸，朋友的
儿子得的是一种叫“神经元蜡样脂褐质储积
症”的罕见疾病。全家人为了孩子四处奔走求
医，几近倾家荡产，但依旧毫无起色，精神都快
崩溃了。他说看不到希望，因为目前很少人会
为了这么少的病人去做专题研究。

大河网网友“苏格拉没有底”：慈善捐款不
是目的，我想“冰桶挑战”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唤
起社会对罕见病的重视，无论从保障制度还是
科研方向上，都应该对此有所考虑。

建议
关注患者也要关注“罕见病”

大河网网友“张小绿”：罕见病比一般病更
容易“致贫”，因为药物昂贵而且大多数需要进
口，而这些进口药物是不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的。如果可以走医保，这对罕见病患者来说，
将是极大的帮助。

大河网网友“海棠花开花不落”：很多病都
纳入大病救助了，为啥这么多罕见疾病却不能
呢？这些患者本就不多，对于国家医保体系应

该不会造成过大负担，建议将这些罕见病都纳
入大病救助。

大河网网友“Hengsky”：除了纳入医保、
列入大病救助之外，还应该在中心城市专门设
立罕见病医院。在收治病人之外，还要注意收
集资料，进行专项研究，使这些罕见病不再成
为医学“盲区”。

大河网网友“知更鸟的重生”：很多药品生
产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只研究生产一些用量
较大的药物。我觉得应该对罕见病用药研究
进行立法，强制国内药企投入科研力量进行研
究，制造出国产的有效药物。

以“互联网思维”做慈善
有何不可？

最近，“冰桶挑战”火了。作为一项风靡全
球的慈善活动，它以轻松的参与方式引来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参与，使参与者对“渐冻人”感同
身受，在献出爱心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罕见
病患者救助机制的讨论，而对于“慈善娱乐化”
的质疑也随之出现。我认为，这是老旧思想作
怪。慈善不一定非要捐款者“表情凝重”，而受
捐者则“悲痛中满含热泪”。从根本上来说，这
种由“豪饮游戏”发展而来的慈善“游戏”，虽然
存在其“群嗨式”的特性，但不可否认，它恰恰
体现了大多数人“向上向善”的本质。我认为

“冰桶挑战”是互联网思维与慈善结合的成功
案例，它利用分享、转发等网络行为，借名人政

要之势，使得这项慈善“游戏”产生“病毒式”的
传播效应。其最终结果远比“有板有眼”的呼
吁捐款要好得多。慈善活动以这样轻松的形
式出现，又有什么错呢？

（大河网网友：七里香榭）

我国“罕见病”现状：

无官方定义
无药物研发立法支持

在官方定义方面，世界各国针对罕见病的
定义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区别，美国认定罕见
病为每万人中患者在 7.5 人以下的疾病，欧盟
为每万人中 5 人以下，日本、韩国均为每万人
中 4 人以下。但在中国，目前尚无罕见病的官
方定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全球已有 30 多个国
家先后从立法方面对罕见病用药研发及治疗
方面给予了保障和支持。韩国就对罕见病用
药报销 2/3 的费用；欧盟则给予研发公司长达
10 年的市场独占期。这些优惠政策也直接刺
激了各国罕见病药物研发市场，如今欧盟市场
上罕见病用药已达 681 种。但在中国，目前市
场上销售的 130 种罕见病用药全部来自进口，
仅有 57 种进入医保范围，可全额报销的有 10
种。同时，关于罕见病药物研发的专项法律也
是一片空白，罕见病患者的服务机构也极少。
对罕见病官方定义的缺失，被认为是目前罕见
病相关政策制定的困难和瓶颈。

（数据来源于网络）

关注“渐冻人”我们在行动
记者发稿时止，由大河网主导的“冰桶挑

战”在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参与者都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献出爱心，目前共筹集爱心捐款
29400 元。今日，大河网将与爱心人士一起赶
赴新乡，把善款捐献给新乡“渐冻人”原志亮，
请扫下方二维码了解活动进展。

好帖速递

相关链接

微活动

明星们热衷“冰桶挑战”。 资料图片

““冰桶挑战冰桶挑战””席卷中原席卷中原，，网友盛赞爱心传递网友盛赞爱心传递，，同时建言同时建言——

建立健全罕见病救助机制建立健全罕见病救助机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亢亢 楠楠

东方富田嵩玉花园违规收费
登封市政府已介入调查

大河网网友“嵩玉业主”：我们是登封市东方富田嵩玉
花园的全体业主，2012 年 9 月每户预付 10 万元开始订房。
2014 年 2 月底，开发商在通知交房时违规收取天然气开口
费，被登封市物价局叫停并退费。今年 4月，在我们缴完全
部房款、契税、维修基金，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开发商
又以当初房价定得太低为由违反合同强行收取每平方米
90 元左右的房价余款，并再签订一个补充协议，否则不予
交房。经业主反映后，补充协议没有再签，但是开发商又开
始收取天然气和暖气开口费。

民声回复：登封市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东方宇亿公
司和国资办是该网友反映问题的主体责任单位，登封市政
府要求双方进行深刻自查，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同时，登
封市政府成立由市物价、房管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即刻进驻开发企业，依法依规，对开发企业在开发经营
中是否存在涉嫌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深入调查。

村道难行 村民盼修路
安阳市安阳县委宣传部称正在整修

大河网网友“zydmmwj”：安阳县安丰乡翟庄村至今只
是修了村里主干道，其他的村道还都是土路，下雨天泥泞难
走。整个乡镇所有村庄都实现了全村通水泥路，只有翟庄
村至今没有人管理。

民声回复：安阳县委宣传部回复称，经查，该村主干道
于 2009 年修建，由于年久失修，排水沟到汛期排水不畅，全
村主干道水泥路面未破烂，不存在泥泞路面。目前，全村积
水路面比较严重的有两处，分别是南大街、老十字路口，针
对村内排水不畅问题，村两委干部结合涉及的部分群众筹
集资金，针对两处排水不畅的主要原因，采取修通排水沟、
垫路等方式解决积水问题。

村民非法抽河砂牟取私利
周口市太康县水利局称联合查处

大河网网友“1385868”：太康县逊母口镇河内抽砂现
象严重。最近 5年以来逊母口当地临河居民在西边河里疯
狂抽砂卖钱，每天 24小时不间断，十几台抽砂泵不停作业，
造成河岸下沉严重，附近农田出现下沉。疯狂利润的背后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现在附近的小村庄看到抽砂带来的
利益后纷纷效仿，如不查处后果严重。

民声回复：太康县水利局回复称，非法采砂现象屡禁不
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非法采砂利润特别高，对非法采砂者
的吸引力极大；二是采砂地点偏远，归属问题不好辨别；三
是小沟小河及坑塘不在水利部门的管辖范围，按权属应由
当地乡镇政府或国土部门管理；四是非法采砂者打的都是
法律的擦边球，按其情节公安机关也无法过分追究刑事责
任。鉴于以上原因，该局已向上级水利部门和县政府汇报，
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已采取电力部门停电，公安、乡镇和
国土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等措施，加强对非法采砂的治理。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虽然已划片入学，但许多家长为
了将孩子送进名校不惜彻夜排队，甚
至四处送礼找关系，这样的情况每年
升学季都会在很多地方如期上演。
究其原因，不过是家长心中普遍存在
的名校情结。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
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曾对郑州多
所高升学率学校在校生做过心理健

康普查，结果显示有 28%的学生存在
心理健康问题。

据媒体调查显示，在 3871 名填
答者中，55％的人认为，无论是学生
还是家长都存在“名校情结”。就中
小学阶段而言，不少勉强挤进名校的
孩子，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学习倍
感亚历山大，力不从心，身心俱疲。

有的孩子产生了过重的心理负担，表
现为失眠、健忘、自卑、压抑、性格孤
僻等；有的孩子不堪重负而离校出
走，甚至有的走上自残自杀的道路。
这不仅给当事家庭留下深深的遗憾，
也给社会蒙上了不和谐的阴影。

有专家认为，基础教育是孩子的
人生起跑线，出于责任，很多家长倾

其所有也要把孩子送进名校。其实，
学校并不是人生的起跑线，对于孩子
而言，学会抬脚迈步才是他们人生的
开始。

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对家长
而言，选择让孩子上名校前要做好两
个摸底：一方面要摸清自家孩子的实
际情况，譬如孩子的学习成绩、兴趣

爱好、心理素质等等，要尊重孩子的
意愿，不能盲目地要求孩子按照成人
预先设计的轨道成长。另一方面要
摸清名校的实际情况，譬如办学目
标、管理举措、教学风格等等，切莫被
名校炫目的光环刺伤了本该有分辨
力的眼睛。

家长怀着对名校的盲目崇拜，致
使孩子不再是学习的主人，而沦为了

“名校”的奴隶，这是极其可叹和可悲
的。无数惨痛的现实例子告诫我们：
过重的名校情结，有时会害了孩子，
毁了家庭。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空间，
给孩子一个适当的高度，孩子才能挥
动那双有力的翅膀凌空飞翔。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2014河南网友喜爱的
中秋食品出炉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网络投票，在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
协会、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河南省餐饮行业协会、河南省
食品工业协会等单位支持下，由大河网主办的 2014 河南网
友喜爱的中秋食品品鉴评选会近日圆满举办。

此次活动共有 188 家企业的中秋食品参与评选，网络
专题点击量达 369 万人次，有效投票 104 万张。最终恒大冰
泉、君源有机蔬菜、陶老大月饼、乡菜香健康菜、多福多馒
头、黄河稻夫大米、波尔多红酒、好利来月饼、柳江虫草蛋、
华夏百分百磨面 10 种食品入围。详见大河网。 （朱丽文）大河网评

别让名校情结折了孩子飞翔的翅膀
□钱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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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南阳市利泰机电有

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0
日经股东会决定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清算组由股东组
成，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赵明
联 系 电 话 ：

15837798000
遗失声明
河南宏海建设有限

公司张克令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丢失，证书编
号 ：豫 建 安 B（2011）
0118425，声明作废。

受委托，开封晨曦置业有限公司 40%国有股权在我中心公开转让，挂牌
价格 845 万元。

开封晨曦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5 日，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其中国有股权占 40%），该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经评估，该公司
总资产 3877.8 万元，总负债 1607.73 万元，净资产 2270.08 万元。

意向方的要求：其他股东享有优先收购的权力；受让方还应同时支付开
封发投置业有限公司 660 万元的债权资金（股东借款）和利息 95 万元。

挂牌期限为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交易保证金为 180 万元。公告如产
生两家以上意向受让方，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意向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报名应提供的文件资料详见网站：www.kfs⁃
ggzyjyw.cn

联系方式：开封市民之家五楼
联系电话：0371-23859692 23859087

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封晨曦置业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二次公告

作为小微企业，你还在为没有土地、厂
房等不动产作抵押而贷不到款发愁吗？

8 月 25 日，笔者从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
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中小”）了
解到，为有效缓解小微企业担保难、融资难，
省中小创新担保模式，推出以企业合法拥有
的库存货物作质押获得授信的“仓融通”担
保产品。

据介绍，“仓融通”业务是指企业在正常
经营过程中，以其合法拥有的库存货物（原
材料、半成品或产成品等）作质押，存放于省
中小担保公司指定的仓库内集中监管，根据
监管存货价值核定授信额度，质押仓库对货
物提供收发货、盘点、安全保管、物流等一系
列配套服务，在核定最低库存之上货物可自
由出库的一种融资业务模式。

“这一业务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能在保
证企业存货正常周转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信
用资源，以存货为主要的反担保措施。在实
际操作中，企业可以一次性提取质押动产，
也可以部分提取质押动产。”省中小有关负
责人表示。

“仓融通”贷款申请门槛非常低，审批也
十分快捷。凡经营稳定，成立两年或两年以
上，经历两个或两个以上完整会计年度的企
业，在质物产权明晰、易于储存保管、价格稳
定且容易变现，具有一定的品牌与渠道优势
的前提下，均可提出融资担保申请。

有专家表示，省中小这一创新产品的推
出，将有效缓解贸易类商户的融资难问题，
并对郑州地区商贸流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据悉，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是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并出资发起设
立的股份制企业，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是河
南省内成立最早的担保机构之一。公司秉
承“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服务现代金融产业”
的理念，致力成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产品综
合 解 决 方 案 和 部 分 金 融 服 务 的 整 体 提 供
商。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5.1 亿元，净资产 6.1
亿元，总资产超 12 亿元。经过 11 年的积淀，
河南省中小担保现已成为业务品种齐全、金
融机构信得过、中小企业可依靠的大型专业
担保机构。 （宋永昌）

没有不动产抵押也能贷款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省中小担保推出“仓融通”

按照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施工计划，郑州市南
三环与京港澳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工程，将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在京港澳高速公路 K671 处进行
施工。为保证施工期间高速公路的安全通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施工
期间对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段（K671）间断采取限制
交通措施。公告如下。

施工期间，在京港澳高速公路 K672—K670 段分
阶段实施单幅双向通行；途经施工路段车辆最高时速
不得超过 80 公里/小时；施工路段限高 5 米、限宽 5 米，
禁止超限运输车辆通行。

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出行前请选择最佳行驶路线，
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高速公安微博、微信、路段沿线
电子显示屏等途径及时获取道路通行信息。

特此公告。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2014年8月25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郑州市南三环上跨京港澳高速公路施工期间
对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段限制交通措施的公告

近日，由许昌县检察院和灵
井镇兴源铺农民艺术团联合拍
摄 的 微 电 影《孙 老 汉 的“ 发 财
梦”》拍摄完成。该部影片针对
发生在农村各种花样翻新的诈
骗行为，揭示其为骗取农民钱财
而采取的手段和伎俩。剧情根
据发生在许昌县农村的一个真
实案例改编，讲述的是一名农村
老汉被三名犯罪嫌疑人利用假
人参合谋演戏骗走两万元的过
程，影片语言以地方方言为主，

内容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乡土
气息。

以微电影这种新兴传播形
式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把“法”
的精神和当下流行的“微”的元
素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微电影短
小精悍、传播快捷、覆盖面广的
特点，让广大农民群众在轻松的
氛围中学到法律知识，受到法制
教 育 ，识 破 各 式 各 样 的 诈 骗 手
段 ，从 而 避 免 财 产 权 利 受 到 侵
害。 (王 娟)

“微电影说案”送法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