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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风云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三
届全运会现代五项比赛将于 8
月 3日至 8月 6日在天津进行，
河南队也将派出 8名男女运动
员参赛。8月 3日，全运会现代
五项比赛将展开首个比赛项目
男子个人赛的争夺。

本届天津全运会现代五项
赛共有来自全国15支代表队的
近 90名运动员参赛，河南代表
队由毋汉瑜、张振武、吴博文、
赵中豪4名男运动员以及霍琪、
邵晓煜、张逸萱、袁馨 4名女运
动员组成。这是一支颇具实力
的队伍，无论个人还是团
体，都多次在全国赛事中
取得佳绩。其中，吴博文、
张振武和毋汉瑜在去年
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呼
和浩特站的比赛中力压

山东队，夺得团体冠军，而在去
年的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总决
赛中，他们三人还与邵晓煜、张
婷、霍琪一道，凭借出色的发
挥，为河南夺得含金量十足的
混合团体接力冠军。

现代五项比赛包括 200 米
自由泳、击剑、跑射联项以及马
术场地障碍赛，其中的跑射联
项，是北京奥运会之后由国际现
代五项联盟将跑步和射击合并
后产生的新项目，2012年，跑射
联项中的射击由气手枪改成了
激光枪和激光靶。⑥11

河南八人
出战全运会现代五项赛

本报讯（记者 李悦）北京时
间7月31日凌晨，来自河南郑州
的20岁高尔夫小将窦泽成在韦
伯 巡 回 赛 数 字 联 盟 公 开 赛
（Digital Ally Open）中 创 造
了历史：他以269杆低于标准杆
25杆的成绩问鼎冠军。这次夺
冠，不仅让他成为首位赢得韦巡
赛冠军的中国内地球手，也基本
确定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拿到美
巡赛参赛资格的中国内地球手！

由于天气原因，数字联盟公
开赛后两轮的比赛是在同一天
举行，窦泽成先是在第三轮补赛
中飚出了惊人的10只小鸟61杆
（-10），一举登上了 54洞榜首，
然后又在决赛轮中稳扎稳打，抓
下五只小鸟，交出 66杆（-5）的
成绩，从而以三杆优势力压众多

好手，斩获参加韦巡赛以来的首
个冠军。

窦泽成是今年年初以 2016
年美巡中国赛奖金王的身份登
陆韦巡赛，他此前的最好成绩
是第 2 站的第 3 名。数字联盟
公开赛的冠军让他获得 11.7 万
美元的冠军奖金，从而在韦巡
赛奖金榜上以 18.5 万美元跃升
至第 15 位。按照规定，再有 4
站比赛，韦巡赛的常规赛就将
于 8 月 27 日结束，届时奖金榜
前25名将能获得下赛季美巡赛
的参赛资格。而窦泽成目前的
奖金额，已经超越了去年常规
赛第 25 名的 15 万美元的标准
——这意味着，这名中国小将
已基本确定拿到了美巡赛的参
赛卡。⑥9

郑州高尔夫小将
勇夺韦巡赛第一冠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大型主
题公益活动的相关精神，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依据活动规则对2017“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的报名学校进
行初次评审、二次评审和实地考察。现
将35所受赠学校名单公布如下：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8日，在中
超联赛第19轮的一场较量中，主场作战
的河南建业以0∶2不敌北京国安，其4轮
不败的上升势头也暂时受阻。

此前，北京国安在新帅施密特的率
领下已经取得了3连胜，建业的一波4轮
不败也堪称战绩不俗，原本二者之间的
较量被看作一场恶战，但从比赛的内容

和结果来看，建业输得确实无话可说。
国安方面的“高位逼抢”打法在这场比
赛里威力尽显，占据了不少优势，而建
业只能依靠巴索戈的反击威胁对手的大
门。建业最具威胁的攻势是在上半场第
42分钟，巴索戈左路强行突入禁区造成
混乱，杨阔接球后一脚推射被对手成功
封堵，最后胡靖航的头球吊射高出横

梁，建业打破僵局的机会就这样被错过
了。大难不死的国安在两分钟后就迎来
了好运，索里亚诺禁区内一脚低射成功
破门。

一球领先的国安在下半场踢得更加
从容，第 57分钟，建业后卫顾操在禁区
内踢倒了国安球员巴顿，被主裁判判罚
点球，索里亚诺也顺势收获了自己近 5

轮比赛的第 8粒入球，最终凭借索里亚
诺的梅开二度，北京国安客场 2∶0战胜
了河南建业，取得了联赛的 4连胜。随
着本轮江苏苏宁和辽宁宏运的双双获
胜，原本保级形势大好的建业，又开始
面临后方追兵的压力，接下来的几轮比
赛，他们稍有不慎，就将再次跌入保级
泥潭。⑥9

主场0∶2不敌国安

建业输得无话可说

7月 31日，河南校园足球再次传来了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17
年中国足协第20届“贝贝杯”青少年（12岁
男子组）足球赛中，河南代表队（由郑州市
金水区组队参加）勇夺冠军！成为河南足
球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年蝉联此项赛事的
全国冠军球队！

由中国足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张家
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7年中国足协第
20届“贝贝杯”青少年（12岁男子组）足球
赛是在张家港市的凤凰镇举行，比赛从 7
月24日开始持续到7月30日，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32支青训中心足球队、近600名

运动员报名参加。河南代表队是由郑州市
金水区组织的精英校园足球运动员组成，
他 们 是 以
全 胜 的 战
绩 打 进 了
决 赛 。 在
总决赛里，
河 南 队 通
过 点 球 大
战 艰 难 战
胜 了 劲 敌
青岛队，成
功登顶。

河南校园足球再添一项全国冠军

河南国际轮
滑中心首届速度
轮滑公开赛于7
月30日落幕，来
自全省 40 多家
轮滑俱乐部的近
500名轮滑少年
决出了6个组别
的冠军，这次比
赛也结束了河南
无条件组织正规
轮滑赛事的历
史。⑥11 本报
记者 黄晖 摄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受赠学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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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人民日报》7月30日刊发了一篇

题为《品牌农业不要短命“网红”》的文

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款罐头的名

字和包装文艺感十足，迅速成为“网

红”，但消费者购买后却吐槽产品质量

——水果有虫眼，包装不严，水果变

色。网络流量没有转化成实实在在的

销量，产品的关注热度很快降低。文

章从市场需求、品牌发展现状说起，论

证品牌农业十分重要，强调“质量是立

足市场之本”，提出“培育农业品牌，只

有久久为功，才能促进传统农业稳步

地向品牌农业转型升级”。

文章中讲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究其原因，是小农意识在作祟。单个

农户或者小型农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种植量不大，往往考虑品牌建设较少，

虽可能遇到销售难，但总以为既然今

年能熬过去，明年照样也能过去，还讲

什么品牌？不顾质量、不计长远的心

态就有滋生的土壤。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农业龙头企

业、家庭农场，为市场竞争所逼，为长

远发展而计，十分重视品牌建设。像

双汇集团，规模化发展、品牌化经营，

用30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

收入500亿元的特大型食品集团。双

汇已成为让消费者放心的品牌，不久

前，还在央视《国家品牌计划——我

们的故事2017》中亮相。

可以说，只有提升农业经营主

体的层级，才能更好地推进品牌农

业建设。事实上，随着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的经营主体的出现，小农

意识的“市场”越来越小，品牌意识越

来越强。今年4月，省农业厅公布河

南知名农产品品牌就达 363个。然

而，就目前来说，农业龙头企业、田园

综合体毕竟还少，家庭农场规模毕

竟还不大，阻碍发展的小农意识往

往还会潜伏在一些农业经营者心

中，遇到机会就会冒出来，既损害消

费者利益，又影响品牌农业建设。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可能

一下子将所有农业经营体都做大做

强，要推进品牌农业建设，还要探索

新路。河南扶沟的经验或许能提供

一些借鉴。据新华社今年5月报道，

扶沟县是“中国果菜十强县市”，河南

省蔬菜生产第一大县，他们通过为

蔬菜生产基地和重点蔬菜生产村建

立档案、实行无公害蔬菜生产责任

追溯制度等手段，打造区域农业品

牌，在此基础上，引导一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建设蔬菜园区，由一家

一户分散种植向规模化、基地化、产

业化转变。扶沟县农业经营者的品

牌意识大大增强，目前已注册 36个

蔬菜商标。

在发展中强化监管，是从外部发

力，促进农业经营者重视质量，提升

品牌意识。锻造农业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田园综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是培育品牌农业的内生动力。两

者相辅相成，久久为功，才能走出小

农意识，叫响品牌农业，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消费者享受到

更多更好优质农产品。5

升级经营主体打造农业品牌
只有提升农业经营主

体的层级，才能更好地推

进品牌农业建设。锻造农

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田

园综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是培育品牌农业的

内生动力。

□何勇海

每逢暑假，就有不少大学生选

择参加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而大

学的奖学金评定、保研、出国机会也

或多或少与学生志愿服务有所关

联。但是，个别学生却在网上购买

一纸假的志愿服务证明，甚至这些

证明还盖有公章。更加蹊跷的是，

除纸质证明外，在全国最知名的志

愿者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以及志愿中

国下面的“志愿汇”APP 上，一些淘

宝商家甚至能够为购买者录入志愿

时长，包括志愿活动时间、志愿地点

也能随意填写。（见7月30日《光明
日报》）

网购志愿服务证明，是亵渎志

愿服务精神、伤害社会公平正义的

不良行为。所谓志愿服务，是指在

不求回报的情况下，公民自愿付出

个人时间及精力，为社会提供无偿、

热情、友爱的服务。然而，当绝大多

数大学生在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地

从事志愿服务时，个别大学生却用

网购到的志愿服务证明弄虚作假，

这让那些真心从事志愿服务的大学

生怎么想？当造假者拿着以假乱真

的一纸证明，排挤他人，不劳而获，

获得综合测评加分、奖学金评定、保

研出国等机会时，更会动摇其他大

学生的志愿服务意愿。

网购志愿服务证明，借公益之

名行牟利之实，更触犯了国家相关

法规。那些在网络上贩卖志愿服务

证明的商家明显是以此牟利，他们

制造虚假的纸质证书、加盖假章，涉

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印章罪。购买者如果用买来的

这种证明求职，则涉嫌编造履历，违

反劳动合同法，有被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关系的危险。

再来看看这个涉嫌违法犯罪的

生意为何能做成。有高校老师表示，

虽然志愿服务证明在综合测评、评优

评奖、保研出国等方面有优势，但学

校只是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活动，不做

强制要求，学校对志愿服务证明就不

会严格审核。实际上，既然学生参加

志愿服务能获得某些好处，学校就理

应加强审核，发现造假立即调查核

实，对相关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尤其

是把公益服务算作学分的高校，更要

防止志愿服务弄虚作假。

2015 年，中央文明办、民政部、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

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

意见》，要求按照“谁证明谁负责”的

原则，逐步建立志愿服务虚假证明

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对

出具、伪造虚假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的单位或个人，分别作出处罚，探索

将其纳入单位或个人诚信体系，并

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从网购志

愿服务证明盛行来看，该指导意见

在一些地方恐怕并没有真正落实，

这块监管短板当尽快补齐。5

把手里的房子抵押借款三个月，就能获得高利息，到期还能全额返
还本金，这样的“以房养老”项目让不少老人心动不已，然而数月后，不仅
利息不见踪影，房子也被低价过户。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2015年以
来，北京有数十位老人陆续遭遇这样的骗局。5 图/吴之如

志愿服务证明岂能网购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近日报道，买房置业，是

很多人的头等大事，然而现实中，记者采访发现当下盛

行的新型抢房方式——网上选房中，存在软件代抢、内

部锁定房源等种种猫儿腻，找黄牛才可能抢到房源。

网上选房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然而对一些

买房置业者而言，网上选房理论上可以省时省事，但现

实看并不尽然，有时反而会让购房者增加新的烦恼。

部分项目开盘秒清，劳而无获，选中房子的概率微乎其

微，这倒不是因为购房者手速慢网速慢，而是有开发商

以及黄牛在玩猫儿腻。其中的潜规则，就是要想选中

房子，必须花钱找黄牛。按客服的说法，不找是肯定抢

不到的，找了也不一定抢得到。不仅如此，一些开发商

打着网上选房的招牌，结果开盘前锁定房源，捂盘惜

售，开盘后拿出来加价卖给没买到房的人的丑闻也是

时有发生。

其实，黄牛抢房手法并不高明，跟某些人利用抢票软

件类似。问题在于房源信息不对称，掺杂造假滋生，真正

的房源信息和对外公开发布信息往往出入很大。但因为

目前少有第三方监管，全由开发商“便宜行事”，这无疑让

网上选房玩猫儿腻、开发商后台捂房惜售更方便。

网上选房，本身不失为便民举措，但如果无人监管，

一切都是开发商来做，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

的实施者，好端端的网上选房就可能被利用，从而滋生

违法违规的行为。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尽快制定、出台

和实施相应制度、规则，将网上选房纳入法制轨道。要

加强监管，以法律规范约束开发商行为，维护买房置业

者的正当利益。2 （张国栋）

别让“网上选房”游离监管之外

众
议在手机上就可以对买到的菜肉进行“体检”。餐桌

上的猪肉有没有瘦肉精？食盐的碘含量是否超标？针

对居民关心的食品安全检测，北京市东城区食药监局推

出了“你点我检”，目前该线上平台覆盖了东城区 17个

街道 33 家商超和农贸市场。（见7月 31日《北京青年
报》）

食品领域的监管执法一直存在信息互通盲点。一

方面，限于行政执法人力资源的不足，监管执法无法实

现全覆盖、无漏洞；另一方面，市民购买食品，对食品质

量安全存在疑问时，找不到或不方便找到食品质量安全

检测的专业机构，即便能判断食品质量存在问题，也往

往因为举报无门不得不作罢。

“你点我检”顺利打通了这个盲点，消费者一旦购买

了疑似违规食品，相关产品信息立刻可以通过 APP 传

送到平台，执法人员则可以根据信息指引，实现监管执

法的精准化。同时，“你点我检”大大缩短了消费者和执

法者的距离，确保了群众参与监管的权利，有利于实现

监管无死角、全覆盖。这样的监管效果，对遏制假冒伪

劣食品和无良经营，建立诚信经营、依法经营良好环境，

都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5 (范军)

“你点我检”确保“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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