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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郯城县一女大学生申请助学金需要村委出证明，村主
任拒绝签字，理由是“不拆迁就不能办助学金”。4 图/陶小莫

“去产能”拖不得、慢不得

送学，怎可断定是“溺爱”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8 月 30 日下午，全省化解煤炭

钢铁过剩产能工作会议在郑州召

开，省长陈润儿出席并讲话。他强

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紧盯关键、统筹施策、攻坚克难，确

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据
本报8月31日报道）

“去产能”是中央确定的今年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之一。对河南

而言，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

是去产能的重要内容之一。煤炭、钢

铁行业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经济

占比大，是我省经济的基础产业，多

年来一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能

源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化，煤炭、钢

铁需求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

衡，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不少煤

炭钢铁企业陷入了发展困境。淘汰

落后产能，加快技术改造、产业整合，

推进结构调整，既是煤炭钢铁行业摆

脱困境的必然选择，更是稳增长保态

势的迫切要求。

落后产能不退出，优质产业难

兴起。落实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

煤炭钢铁行业的实情，我省已正式

出台两个《总体方案》和四个《实施意

见》，打出化解过剩产能的“组合拳”，

提供去产能的“路线图”。目前，我省

化解煤炭钢铁过剩产能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建立了工作机制，明确了目

标任务，完善了政策体系，打下了较

好基础。

“2016 年到 2018 年，要压减炼

铁产能 100 万吨，粗钢产能 240 万

吨，煤炭产能 6254万吨，全面完成国

家确定的化解任务。”要想如期实现

我省确定的去产能目标，煤炭钢铁

行业强化自己的行动自觉是关键。

毕竟产能过剩带来的生存困境，煤

炭钢铁企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正

是由于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生产效

率低、经营成本高、风险隐患大，在

市场供需关系拐点来临后，自然要

为不合理的发展方式付出代价。值

得警醒的是，在目前的去产能工作

上，决不能再对形势“雾里看花”，有

吃亏思想，有观望心理，有畏难情

绪，这将给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带来

诸多不利影响。

抛却幻想，痛下决心，主动作为

去产能，这是煤炭钢铁行业摆脱生存

困境的不二选择。产品研发与销售、

生产深度融合，由等订单研发到前期

积极介入、主动根据客户需求研发，

乃至超前谋划、进行引导消费型研

发；生产组织由现货生产向全订单生

产转变，资源向高效生产线、重点品

种倾斜，订单保障能力大幅增强，交

货期比同类企业平均提前 5天；营销

系统由坐商向行商转变，精确把握市

场需求，高效产品订单比例由 31%大

幅攀升至60%——凭借去产能的主动

出击，安阳钢铁今年上半年一扫生产

经营的低迷，整体实现盈利，从而成

为去产能的“安钢样本”。

去产能，煤炭钢铁行业确实拖

不得也慢不得。对落后产能的关闭

退出，“关就必须关死，退就必须到

位”，政策层面决定化解过剩产能的

目标任务是刚约束、硬指标；“煤炭

价格不如土豆价”，“钢铁价格不如

白菜价”，市场低迷注定行业的苦逼

日子还将持续时日。在这种情况

下，煤炭钢铁企业如果能以壮士断

腕的果敢去产能，必将迎来云开雾

散的一天。4

□冯军福

每年的开学季，高校校园总能看到

这样一番场景：迎新现场，一脸稚气的

新生身旁，家长肩挑背扛大汗淋漓，不

辞辛劳来送孩子入学。对新生来讲，迈

入大学门槛，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坐

标，这样的幸福时刻，家长是应该陪同

分享，还是应“放手”给自由，已经成为

时下讨论的热点。

有人指出，大学新生都已经是成年

人了，家长还把他们当“宝宝”，连上学

报到登记也“代劳”，有的甚至不惜“全

家总动员”，这分明是宠溺孩子的表现，

更不利于其自立能力的培养。

而笔者认为，看待家长送学一事，

大可不必如此武断，执意扣上“溺爱”的

帽子。家长送学，送的是安全，图的是

安心，这并非溺爱之举。幼鸟初飞，还

需“妈妈”护航，更何况是上大学这样的

人生大事。很多学生是第一次远离父

母，第一次前往陌生城市，家长送学正

好可以帮他们沿路分忧解难，这难道不

是正常关爱的亲情流露？俗话说，儿行

千里母担忧，难道非要甩开父母的手一

个人独行独闯才算“真正男子汉”？

现实中，这种过于冷冰冰的武断说

教和社会偏见，很容易让人无法感知人

情温度。提到“家长送学”，首先将其与

“溺爱”、“不自立”绑定，而不去细思家

长心中潜藏的一番深情；街上看到“老

人摔倒”，第一反应是回想“扶人攻略”，

而忘记了救人如救火的生命至上原则；

碰到“路人行乞”，下意识就笃定“这是

一个骗子”，而不管现象背后是否另有

隐情。

事实上，大多数家长护送入学，也

只是想去孩子上学的地方看一看，了

解学校环境，感受大学氛围，为的是以

后打电话时，当听到“我在宿舍”，他们

能想象到孩子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

提到“在食堂吃饭”，他们会知晓那里

的饭菜质量如何。而这一切，与孩子

是否独立无关，只是家长情到深处的

自然流露。

当然，即便是爱意的表达，也不意

味着家长送学可以有恃无恐。每年庞

大的“送学军团”确实给高校正常管理

带来一堆麻烦事儿：车位不足，人满为

患，交通瘫痪……在送学表达关爱的同

时，家长也有义务做到不给学校“添

堵”。可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

也已经转变思想，不再冷冰冰地对家长

驱逐“劝退”，而是设法给其提供一些人

性化服务，如开辟食堂、体育馆等场地

以供临时休憩，有的还配备了空调，搭

起了“小屋”，尽力让家长留住这段美好

的送学记忆和温馨时刻。在烈日焦灼、

汗流浃背的校园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温情？4

抛却幻想，痛下决心，主

动作为“去产能”，这是煤炭钢

铁行业摆脱生存困境的不二

选择。

眼下 IP 的概念可谓炙手

可热，自身成不了 IP，傍一傍、

蹭一蹭，沾点光也是好的。于

是，就在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

潘金莲》入围第 64 届圣塞巴斯

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之际，一批网络大电

影蜂拥而上蹭起了 IP，包括《我是潘金莲》、《潘金

莲就是我》、《她才是潘金莲》、《潘金莲复仇记》、

《谁杀了潘金莲》等，“蹭 IP”蹭到了连吃瓜群众都

看不下去的地步。

“蹭 IP”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潮。陈凯歌拍

了《道士下山》，网络大电影《道士出山》接踵而至；

《烈日灼心》获了大奖，山寨电影《烈日读心》很快

“横空出世”；王宝强离婚案发酵之际，网络大电影

《宝宝不哭》“蹭 IP”的速度几乎与整个王宝强离

婚案进展同步；中国女排风头正劲，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最近便拍摄了一组“致敬”中国女排的大

片，将这个 IP 蹭得娇艳欲滴；手游《金庸群侠传》

未获授权就以“金庸”作为产品名称，企图以“蹭

IP”的形式吸引广大金庸迷的眼球。

傍名人、傍热点也好，蹭 IP、蹭名作也罢，傍的

是影响力，蹭的是粉丝量，基本上都是在道德底线和

法律底线边缘游走，是功利心驱使下一种恶俗的跟

风炒作，不仅暴露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匮乏，也搅乱了

整个市场秩序，让整个行业陷入一种“劣币驱逐良

币”的恶性循环。因此，北京市版权局近日开展了

“打击手游领域侵权盗版专项行动”，对国内手游产

业“蹭IP”的现象说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近也对

蹭《魔兽世界》IP的国产手游《全民魔兽》颁发了“禁

令”。至于那部大电影《宝宝不哭》，换来的也是公众

的一片谩骂之声，已经有多家视频网站明确表示拒

收。这些信息都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IP

虽好，可不要乱“蹭”哦。2 （薛世君）

蹭IP

小娟眼看要上大学，离异的父母谁也不愿出

学费。小娟只好到安宁法院，要求父母把多年来

亲戚朋友给小娟的 2万多元压岁钱还回来拿去交

学费。（见8月31日《新文化报》）
从法律上说，父母对超过了 18岁的子女没有

抚养的义务，除非是“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

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

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而且，讨要压岁钱也未必能够成功。小娟的问题

还要从法律之外解决，尽快申请到助学贷款。但

无论如何，小娟都经历了最难耐的辛酸，受了莫

大的精神打击。离婚人数增多，子女的教育及心

理安慰应该引起社会高度重视。4 （郭嘉）

讨要压岁钱很辛酸众
议

画中话

04│河南新闻 2016年9月2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石可欣 刘晓阳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目前是
各大高校开学季，9月1日，郑州市
公安局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民警走
进郑州大学，为大学生上开学安全
第一课，提醒大学生谨防电信诈骗。

“粗心、贪心、虚荣心等心理是
骗子行骗成功的突破口；遇到困难
和问题先向老师或警方确认，便
可降低自己被骗的几率；一旦发
现自己被骗，要及时拨打 110 报
警，并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
话等详细情况，骗案发生半小时
内是警方破案的‘黄金时间’。”当
日上午，在郑州大学新校区操场，
民警结合高校易发的电信诈骗案
件，为 6000多名入校新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防诈骗课。

据警方统计，今年1月至7月，

郑州市发生高校大学生受骗案件
214起，其中，网络兼职诈骗91起，
网络交易诈骗123起。

郑州市公安局反虚假信息诈
骗中心主任郝锐说：“现在电信诈
骗手段花样翻新、防不胜防。今后
防电信诈骗进课堂也应成为常态
并进行推广，不仅要进入大学校
园，而且应该进入中小学，作为筑
牢安全防线的必修课，使学生们从
小就接受防诈骗的教育，不断提高
防诈骗的能力。”

“大学校园相对比较封闭，大
多数学生思想单纯、社会经验不
足，警方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有
效提高我们对电信诈骗的识别能
力，提高警惕，防止被骗。”郑州大
学外语学院学生盛嘉骏说。②40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近日，针对大
学生的恶性诈骗事件接连发生，两名受
骗大学生含恨离世。9月1日，记者采访
了教育界、法律界人士，他们提醒大学生
要提高防范技能，维护切身利益。

我省教育部门和高校提醒广大学
生尤其是大学新生，目前国家已建立了
完整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只要有经济
困难，政府和学校都会给大家提供合适
的资助，保证同学们顺利完成学业。如
果接到电话称某单位或者个人要为大
家提供资助，同学们一定要先向老师和
当地教育部门咨询、查证，千万不要盲
目按照对方要求到ATM机或网上操作
转账，以免上当受骗。

为保证新生顺利、安全入校，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专门派车到火车
站迎接新生，不少辅导员和学长热心地
提醒新生谨防受骗。比如，新生人生地
不熟，一些骗子时常会在车站、校门口
等地冒充接待人员，“热情”地帮助新生
看管行李或者代缴学费，大家一定不要
把钱物交给陌生人；一些诈骗电话或垃

圾短信以资助为由，或者冒充教育部
门、校方以返还学费等为名，让学生提
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遇到此类
事件要先向有关机构电话求证，遇到欺
诈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自己的
身份证等重要证件要妥善保管，不能借
给他人使用，防止他人借用你的身份证
以及复印件办理银行卡、电话卡等。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樊迎祥律师
表示，由于个人信息泄露严重，部分电
信诈骗已经变得十分“精准”。除了公
安机关加大侦破打击诈骗犯罪的力度
以外，全社会都应该对此引起重视，从
单位、学校、媒体，到社区、家庭等，都要
多渠道宣传并揭露犯罪手段，交流防范
经验，制定防范措施，以提高个人对诈
骗的识别、防范能力。此外，大家对网
络交易、网络支付等与经济利益密切相
关的事宜进行操作时，要多一个心眼，
多一分警惕，即便是爹娘的信息也不能
马虎，更不用说熟人、单位等，一定要通
过电话联系等渠道核实真伪后再操作，
不给诈骗犯罪可乘之机。②40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月 31日，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省文化厅在郑州联合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今年秋季开学起，我
省选取戏曲基础比较好的10个市县作
为先行试点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并力争在今后三年时间，覆盖全省所
有大中小学校，以振兴戏曲艺术，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按照“一年试点、两年推广、三年普
及”的思路，今年秋季开始，我省在郑
州、洛阳、濮阳、三门峡、许昌、南阳、济
源、巩义、汝州、长垣等 10个市（县）试
点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活动范围含
省、市、县级大中小学校；2017年9月至
2018年 6月，总结试点基础上，逐步将
活动推广至乡（镇）、农村学校；2018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全面普及演出活
动，覆盖全省所有大中小学校，实现让
学生每年免费欣赏到一场优秀戏曲演
出的目标。

据了解，我省“戏曲进校园”主要
有三种形式：戏曲演出，主要是利用
学校简易舞台进行演出，或利用流动
舞台车演出整剧、经典折子戏，或组
织学生观看戏曲电影等；戏曲教育，把
戏曲艺术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体系和
大学生选修课程安排；戏曲实践，支持
学校建立戏曲兴趣小组或戏曲社团，
鼓励学校与各专业戏曲院团“结对
子”，聘请戏曲艺术专家、专业戏曲
演员等担任学校兼职艺术教师，形成
具有河南特色的戏曲传承发展新局
面。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9月 1日，
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当天
起，河南省新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开始实施，新地价标准可以在该厅
官网首页进入查询。

按照省人民政府发出的通知，9
月 1日起，我省执行新的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被征地群众社会保障
费标准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调整公布。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标准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

府调整并公布，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配套实施。其中，经济林补偿标准由
省林业厅调整并公布。

进入官网查询的步骤是：打开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官方网站，下
拉页面至“市场信息”栏目，在页面
右侧有“征地补偿标准”字样，单击
之后即可进入搜索页面。搜索栏目
中有“省辖市”“市辖县”等选项，搜
索得到的页面包含“区片编号”“征
地补偿安置费”“区片范围描述”，其

中“征地补偿安置费”分别依每亩和
每公顷的标准予以表示，“区片范围
描述”分为“乡镇名称”和“行政村”
两栏。

城乡综合地价都有不同程度的
提升。记者搜索“郑州市”，发现在建
成区三环以内和部分办事处的村庄，
征地补偿安置费为每亩22.5万元，而
在 2013年调整后的标准中，与此区
域大致相当的地区征地补偿安置标
准为每亩20万元。驻马店市上蔡县

韩寨乡康湖村，在此次调整前，补偿
安置费用为每亩3万元，调整后为每
亩3.7万元。

据了解，按照规定，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地价标准每过两三年就
应调整一次。征地区片的综合地价，
由各地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居民
生活水平、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决
定，并要综合考虑物价上涨、区位条
件、人均土地数量、当地群众对土地
依赖程度等多种因素。③7

“戏曲进校园”传承传统文化

自9月1日起

我省提高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开学季也是诈骗高发期

大学新生当心诈骗陷阱

“开学第一课”讲述如何防诈骗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
之甜）许帅，民政部最高荣誉奖“孺子牛
奖”获得者，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自
2014年年底被确诊为胃癌四期后，依
然坚守岗位，以阳光、乐观的态度与病
魔作顽强抗争，9月1日凌晨1时许，因
抢救无效在安阳去世。

根据许帅生前遗愿，当天上午 11
时 50分，郑州红十字会和相关医院从
郑州抵达安阳。在许帅病逝的病房内，
两位眼科医生对许帅遗体鞠躬致敬后，
立即对许帅的眼角膜实施了摘除手
术。术后，医生携带许帅的眼角膜即刻
返回郑州。郑州普瑞眼科医院眼科主
任罗永锋表示，许帅的眼角膜可以帮助
至少两名眼疾患者恢复视力。

手术过后，许帅年过六旬的父母在
床前抱头痛哭。静躺在病床上的许帅，
身穿救助站灰色工装，身上盖着鲜红的
党旗，头枕印有“安阳市救助管理站”蓝
色枕头，神态安详。

“许帅还很年轻，到了天堂也不会

闲着，他一定会继续他的救助事业。”许
帅的父亲许宏刚哽咽着说。据了解，许
帅的遗体已于当天下午转移到安阳市
殡仪馆，待9月 4日举行过简单的告别
仪式后，将无偿捐献给医疗机构供医学
研究。

许帅为社会提供的是满满的正能
量。2014年 11月，许帅在北京检查后
被确诊为胃癌四期。获知自己的病情
后，许帅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回到安
阳边治疗边工作。当自己身体状况出
现恶化后，他又主动与红十字会联系，
志愿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为他人和社会
提供最后的帮助。

许帅与癌魔抗争的事迹感动了无
数人。2013年，许帅任安阳市救助管
理站站长，在全国首创救助机构医疗安
置区，有效破解长期滞留人员安置难问
题。今年 7月，民政部授予许帅“孺子
牛奖”。随后，安阳市组织了许帅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北京、郑州等地举行巡
回报告。③3

“孺子牛奖”获得者许帅病逝
眼角膜摘除手术9月1日上午进行，随后还将捐

献遗体供医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