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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随着各大汽车租赁平台持续

增加投放量，不经意间，郑州的共

享汽车时代款款走来。截至目前，

郑州市场上共享汽车分时租赁企

业做得比较大、知名度比较高的，

有一步用车、盼达用车、环球电动、

晨钟共享、绿驰出行和海马庞大分

秒出行等。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再

度成为新风口。据交通运输部统

计，目前，全国共有 6300 余汽车租

赁业户，租赁车辆总数约 20 万辆，

并 以 每 年 20% 左 右 的 速 度 增 长 。

共享单车解决了人们零到十公里的

出行，共享汽车则瞄向了十公里以

外的市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每分享 1 辆汽车，可以

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以新能

源汽车为代表的共享汽车，对疏解

城市交通拥堵、方便人们出行以及

减少大气污染等都大有裨益。近

期，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又

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

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

分时租赁发展”，为共享汽车发展提

供政策支持，无疑给相关行业注入一

针“强心剂”。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的迅猛发

展，让共享经济炙手可热。与此同

时，共享市场的乱象丛生、荆棘密

布，引人关注。共享成了筐，啥都可

以往里装，诸如共享床铺、共享雨

伞、共享马扎等奇葩项目密集推出，

被不少人斥之为“伪共享”、概念炒

作。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也面临

“成长的烦恼”。共享单车乱停乱

放、骑行者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现象，

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少麻烦，共享汽

车则受制于停车位不足、充电桩短

缺等因素，无法驶入发展“快车道”。

乱象源自企业平台的野蛮生长

和共治理念的欠缺。几乎所有的共

享项目从一开始都一味注重“跑马

圈地”，疯狂抢占用户市场，对产品

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却不太上心。押

金带来的巨大资金沉淀，共享项目

可能获得的巨额融资，让众多共享

平台缺乏通过提升产品服务、注重

用户体验等手段，来实现盈利的内

在动力。

因此，让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从共享走向共治，由共治实现共

赢，需要多管齐下。企业要明白，共

享经济领域大浪淘沙。在初期“跑

马圈地”的比拼厮杀后，大额融资最

终只会涌向产品体验好、管理规范

化的“头部”公司。风口过后，那些

打着共享旗号、新瓶装旧酒的“假共

享”，必然会被市场淘汰。政府要发

挥好监管治理作用。为治理共享单

车乱象，郑州市管理部门近期打出

组合拳：针对过量投放和无序管理

难题，暂停市内单车增量投放，从源

头管控投放量；为用户行为立规矩、

划杠杠，交警部门联手企业，对随意

闯红灯、上快车道的骑行者采取信

用扣分或限制骑行等处罚措施，从

制度层面规范用户行为。

共享单车带给人们的喜怒哀乐

告诉我们：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要

未雨绸缪，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好公

共资源及配套设施的管理与建设问

题，及时治理市场乱象，共享经济才

能行稳致远。6

□丁新科

据《河南日报》近日报道，一

首《天佑中华》点击量超过200万，

一首《为党而来》红遍网络，网友

接力转发，点击量节节攀升……

年近不惑的张明师，职业经历了

从警察到检察官、教师及纪检干

部的不断转变，学历上进修了法

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等，但他对

歌曲创作的痴迷始终未变，紧跟

时代步伐创作了大量“红歌”。

网友接力转发张明师创作的

“红歌”，表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的文艺作品，在现实中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品味《河南人》

《根在农村》《农民本色》等张明师

的作品，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语

言朴实无华，内容贴近大众。由

此不难解释，一曲《家在何方》为

何唱哭了好多春节在外工作的

人：歌词写出了在外工作的人的

辛酸，写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引发强烈共鸣。

越是大众的，越有生命力。

今夏热播电影《战狼 2》，能让观

众多次站立鼓掌、很多人多次观

看，票房不断刷新纪录，关于它的

种种话题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因为《战狼 2》用“走心”的光影

画面，让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燃爆”了。祖国的强大，每个人

会感同身受，身在海外的中国公

民，有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祖

国；挂在吴京手臂上的鲜艳五星红

旗，是带领人们走出灾难走向和平

的通行证，也是现实世界里中国被

尊重被认可的明证。故事核心是

中国的《战狼 2》，用契合时代的叙

述方式，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自

信自强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的

爱国情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自然成

为一个吊打“小鲜肉”的现象级主

旋律电影。

时代在变，人类社会的共同

价值追求却历久弥新。当今社

会，物质越来越丰富，生活越来越

美好，个人选择日益多样、多变，

但是守护共同的心灵家园、精忠

报国的赤子情怀，根植在每个人

的内心最深处。“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像张明师

和吴京那样，紧扣时代脉搏、讲好

中国故事、抒发百姓情怀、传递主

流价值来创作，我们的精神家园

将更加丰盈而富足，磅礴的正能

量将熊熊燃起来。6

治理市场乱象 呵护共享经济
政府管理部门和企

业要未雨绸缪，从一开始

就要考虑好公共资源及配

套设施的管理与建设问

题，及时治理市场乱象，共

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正能量“燃”起来 农民夜校
多多益善

安全第一
口味第二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大学生暑期遭遇美容贷骗局的案例近期不时曝
光。这些大学生把手机交给黑中介或黑导医操作，完全按对方的意思填表、签
字、做电子签名，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签订一份借贷合同，更不知道自己
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6 图/王铎

七夕已过，中秋将来，一年一度的“月饼大战”

正式拉开帷幕。参战各方正各显神勇，在创新、包

装、宣传方面寻找突破口。尤其在创新上，今年月

饼市场最夺人眼球的不是什么天价月饼，而是各式

创新产品。这些月饼因为馅料够奇葩，让消费者感

叹“只有我们想不出的口味，没有商家做不出的月

饼”。（据8月29日《广州日报》）
作为一种节令食品，月饼的生产、销售、消费呈

现出与其他食品不一样的特点：季节性强、销售时

间短、生产企业多、销售渠道散等，其中许多环节都

潜藏着食品安全风险。“月饼大战”也就是一个月左

右时间，为了供应充足，企业早早就开始了生产，生

产时间越长，月饼变质风险越大。为了防止变质，

个别企业便违规使用防腐剂，“饼坚强”“古董饼”随

之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传统月饼的生产

状态，生产企业的“多、小、散、乱”，客观上增加了食

品安全监管难度。销售大致亦如此，各大商场、各

大超市、各类饼店甚至酒店大堂都摆满月饼，如今

还多了线上销售、朋友圈“私房月饼”，销售渠道多

了，购买是方便了，食品安全风险也加大了。

无论坚守经典、呵护情怀，还是大胆创新、与时

俱进，保障食品安全是第一要务。每一种月饼口味

的开发都必须够安全才行，迈过安全这道门槛，企

业才可以谈创新。1 （练洪祥）

“农民夜校就是好，我在这里学到了好多种植大

棚的知识。”8 月 28 日，刚刚接受完农民夜校教师辅

导的山西省阳高县北徐屯乡夏家场村贫困户董吉兵

高兴地说。截至目前，阳高县已成立农民夜校 26

所，选聘兼职教师 70多名，开展教学活动 26场次，受

训群众达 2500多人次。（据8月29日央广网）
农民夜校受欢迎，是因为满足了农民的知识需

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年来在农村调研发现，

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种地、办家庭农场的积极性

高了，有的希望进职业培训班，学习更多的农业技

术、农场管理知识，农民夜校让农民学习与务农兼

顾、学以致用。

农民夜校多多益善。如今的农村已经进入网络

时代，如今的农民，也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

夜校能把知识和科技手段，更好地融入到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中，对农民致富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大有

裨益。6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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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拟定等级公示
根据民政部《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和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6年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由社会组织自愿申请，通

过第三方评估，以下单位拟评定为3A以上等级，现予公示。若对拟定评估等级有异议，请于公示刊登之日起7日内与河南省民政厅联系。

联系人：尹华明 杨卫东 联系电话：0371-65900392

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拟定等级名单

一、社会团体

★5A级
河南省豫东商会
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
★4A级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河南省律师协会
河南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河南省市政公用业协会
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
河南省纺织工程学会
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河南省建设科技协会
河南省酒业协会
河南省慈善总会
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河南省金属学会
河南省福建商会
河南省坚果炒货商会
河南省房地产业协会
河南省电子学会
河南省图书馆学会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河南省科技创新促进会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
河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河南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
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
河南省创意产业协会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
河南省石油和化工业协会
河南省企业形象发展协会
河南省经济商会
河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河南省煤炭行业会计学会
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商会

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
河南省钢铁工业协会
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
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河南省工程爆破协会
河南省物流协会
河南省钢铁贸易商会
河南省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河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省无线电协会
河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河南省石油成品油流通行业协会
河南省拍卖行业协会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
河南省人民防空协会
★3A级
河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河南省气象学会
河南省房地产估价师与经纪人协会
河南省老龄产业协会
河南省文化产业研究会
河南省浙江商会
河南省汽车摩托车服务业商会
河南省药理学会
河南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
河南省城镇供水协会
河南省武术协会
河南省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协会
河南省空调冷冻节能协会
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
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河南省农学会
河南省泵阀业商会
河南省保税区域协会
河南省豫商联合会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河南省质量检验学会
河南省钢结构协会
河南省医药行业协会
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地球物理学会
河南省光学学会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
河南省乐器协会
河南省智能建筑协会
河南省鹰城商会
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河南省中国书画家协会
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旅游发

展促进会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
河南省铁道学会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
河南省地质矿产经济学会
河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
河南省老艺术家协会
河南省核学会
河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硬笔书法协会
河南省科研会计协会
河南省晋商会
河南省舞台美术学会
河南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促

进会
河南省教育学会
河南省煤炭行业协会
河南省湖北商会
河南省棉花协会
河南省网络文化协会
河南省化学学会
河南省矿业协会
河南省家禽业协会
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
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协会
河南省江西商会
河南省水土保持学会

河南省实验动物学会
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
河南省标准化协会
河南省诗词学会
河南豫西商会
湖南大学河南校友会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
河南省戏曲学会
河南省钓鱼协会
河南省棋类协会
河南省全民健身协会
河南省动漫产业学会
河南省地方史志学会
河南省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河南省逻辑学会
河南省高尔夫球运动协会
河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河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河南省围棋协会
河南省台球协会
河南省钱币学会
河南省信鸽协会
河南省保龄球运动协会
河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河南省羽毛球运动协会
河南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
河南省桥牌运动协会
河南省健美健美操运动协会
河南省楹联学会
河南省龙狮龙舟运动协会
河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河南省陶行知研究会
河南省金融会计学会
河南省价格协会
河南省信息协会
河南省盐业协会
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
河南省豫商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河南省轻工业行业协会
河南省电工行业协会

河南省资源综合利用与节能协会
河南省纺织品商业协会
河南省家用电器协会
河南省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会
河南省宏观经济学会
河南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丝绸协会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
河南省设备管理协会
河南省航海模型运动协会
河南省客家商会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

★5A级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黄河科技学院
★4A级
河南学苑职业培训学院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河南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育苑职业培训学院
河南省新华电脑学院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省现代文化发展中心
河南省信用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河南省华夏美术馆
★3A级
河南安泰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
郑州中澳学校
河南省生命之魂残疾人艺术团
河南省爱心助残书画院
河南省百联企业文化服务中心
河南省慈善书画院
河南省轩辕文化书画院
河南省大拇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河南省墙体材料与建筑节能行业生

产力促进中心
河南省当代中国书画收藏研究院
河南省当代中国书画院
河南省中原清真食品认证监制服务中心

河南省风云体育运动俱乐部
河南方圆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省旅游发展研究院
河南省英杰青少年文化艺术中心
河南省中原文化信息中心
河南省万宇汽车运动俱乐部
河南万里机电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省中州文化发展中心
河南省大河文化艺术中心
河南小九美容美发学校
河南金像摄影化妆学校
河南省航海健身园
河南省现代医学研究院
河南省有色金源职业培训学院
河南省进先青少年围棋俱乐部
河南省新世纪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河南省鸿鹤老年服务中心
河南省心连心少儿艺术团
郑州一中育恒远程教育学校
河南慧琳美容美发学校
河南省乐器研究所
河南青年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省豫康电子竞技俱乐部
河南中视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河南信诺职业培训学院
河南郑州轻工业学院生产力促进

中心
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人民书画院
河南省东方体育竞技俱乐部
河南电视台超级宝贝少儿艺术团
河南省职卫癌症防治技术研究所
河南省秘苑书画院
河南省康愉游泳俱乐部
河南省性科学技术研究所

三、基金会

4A级
郑州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3A级
河南省黄帝故里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