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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为切实加强“双节”期间风气监督，确保廉洁过

节，在国庆、中秋即将到来前夕，省纪委下发了《关于

强化正风肃纪确保中秋、国庆廉洁过节的通知》，重

申节日期间纪律。（据9月25日《河南日报》）
廉洁过节记心间。节日期间走亲访友是国人之

传统，而人情往来与歪风邪气只有一步之遥。“千里

送鹅毛”的典故被誉为人情往来的典范，“礼不重心

不诚”的思想则会让人情往来变味，当以获取不正当

利益为目的时，人情往来就转化成了歪风邪气。从

众多的警示教育案例可以看出，个别官员就是因为

混淆了人情往来与歪风邪气的概念，守不住底线，最

终栽在“人情”上。

花从心中烂，腐从小处生。谨防人情往来转化

成歪风邪气，作风建设要警钟长鸣，反腐倡廉利剑要

高悬，让热衷于人情往来者得不偿失，不敢再心存侥

幸；做好警示和提醒，及时打好“预防针”，增强肌体

抵抗能力，让当事人守住底线，防止思想决堤；划清

人情与歪风之间的界限，让人明白送什么样的月饼

才是走亲访友，拿什么样的礼品才是拜年……唯如

此，“盛情难却”才不会成为腐败官员众口一词的借

口，确保过节期间风清气正。2 （焦风光）

□丁新科

据本报报道，9 月 23 日下午，

2017 年度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峰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国内 30 个

小微“双创”示范城市的代表，以

“深化生态建设，加速融通创新”为

主题，共同探讨和谋划小微企业的

发展“真经”。

在这次峰会上，杭州和济南两

市分享的关于如何招引优秀海外

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做法，值得河

南借鉴。2014 年，杭州市成立并运

营“杭州硅谷孵化器”，按照美国当

地法律和行业要求市场化运行，实

现了海外人才和项目在回国之前

与杭州产业和政策无缝对接。济

南于 2016 年在德国建设海外孵化

器，形成了“海外孵化器+国内加速

器+产业园区+投资基金”的新模

式。杭州的做法是让创业项目在

国外就经过一轮实战，通过市场检

验，降低了引进项目的试错概率，

同本地产业实现无缝对接；济南侧

重于国外先孵化、国内再加速，同

时对接投资、园区服务，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

创新的精髓在于打破常规，以

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改进或创造事

物，实现有益价值的创造。创新创

业主体的培育，主要途径有人才、

智力的引进和内部孵化两种。杭

州与济南抓住引人引智这一关键

环节，让科技成果更好地孵化、转

化及市场化。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我省

一些企业的引人引智策略也非常

灵活机动。许昌市一批优秀民营

企业如森源、鲜易控股等，近年来，

纷纷在北京设立技术研发机构，技

术服务后台等，将北京高端研究机

构的成果实现异地转化，业内称为

“北京的长葛”现象。毋庸置疑，企

业对于最新技术是最为渴求的，首

先考虑的当然是引进优秀人才，在

本地条件不足、引进暂时难以实现

的情况下，通过异地孵化，同样可

以将智力成果最终留在河南。无

论是引人还是引智，最终都可以实

现将创新要素汇聚河南的目的。

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技术平台的服务界限早已突破了

空间的限制，研发机构分散、技术

服务后台多点布局已成为企业理

性而实用的选择。

如何汇聚创新要素？有人认为

平台重要，只有高端平台才能吸引

高端人才、高端项目入驻；有人认为

服务重要，政府贴心服务、塑造好的

营商环境，创新型人才和团队自然

纷至沓来；亦有人认为待遇、福利政

策最重要……事实上，以上这些做

法对创新要素的汇聚都至关重要。

辩证地看，我们不可能在万事俱备

时才创新创业。即使一两个方面暂

时不完美，如果积极作为，找到弥补

或替代方案，让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在河南找到归属感，在现有环境中

迅速成长，定能不断积聚强大的创

新发展活力。6

□冯军福

不知从何时起，“表情包”已经

占据了我们的聊天空间。小小表

情符号让平面的网络文字瞬间富

有情感，变得立体起来，网络上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拉近了。即便

无话可说时，随便丢个笑脸代替一

句简单的“呵呵”，聊天气氛总不至

于太尴尬，友谊的小船也不会说翻

就翻了。

“表情包”在给网友带来欢乐

的同时，也给不少人带来了麻烦。

日前据《检察日报》报道，去年 12

月，因“艺龙旅行网”在微博中使用

了“葛优躺”等葛优肖像图片，演员

葛优将其诉至法院，并要求赔偿经

济损失 40 余万元。在法院受理案

件后，“艺龙旅行网”在微博上刊发

了道歉声明。

因一个小小的“表情包”而惹

上麻烦的，不止“艺龙旅行网”一

个。此前，有网友在求 QQ 空间发

现，严肃纪录片《二十二》竟被截图

制作成“表情包”，这种“消费”受害

者的娱乐手段，因伤害民族情感而

引发公众愤怒声讨。最终，该“表

情包”的制作公司被处以警告、罚

款人民币 1.5万元，并处停止联网、

停机整顿两个月的行政处罚。

“表情包”被热宠、被质疑的背

后，是其商业价值和人格价值的相

互制衡。根据《中国青年网民网络

行为报告（2016-2017）》显示，聊天

时使用表情符号，已然成为青年网

友在社交媒体上的新的沟通方式。

使用次数最多的表情，总计高达 75

亿多次。这股社交新潮流，让不少

商家看到了背后潜藏的巨大商机，

利用“表情包”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宣传成了惯用的营销手段。与此

同时，明星等公众人物却一再被侵

权，因“表情包”或图片被用于商业

用途而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娱乐有界，言行有度。“表情

包”虽欢乐有趣，但毕竟代替不了

面对面的交流。如今已有不少人

开始吐槽：现在的年轻人手机里有

一大堆“表情包”，可是脸上却没有

表情，说话变得词穷，聊天成了敷

衍。对于商家来说，“表情包”绝非

法外之地，其使用和传播亦有底线

和规矩。网络时代，“表情包”在传

情达意方面确实给人带来了方便，

但如果未经他人许可，便以调侃、

丑化、扭曲的方式，将他人的照片

制作成“表情包”进行传播，则易侵

犯他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作为

一种新的网络表达方式，真人“表

情包”如果用于商业用途，在制作

使用时须取得权利人的同意，而且

不能丑化他人的人格，这样既是保

护自己，也是尊重他人。6

据《山西晚报》报道，运城市教育局发布文件，规定不得强制要求
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打印作
业。6 图/陶小莫

廉洁过节记心间

让更多创新要素汇聚河南
即使一两个方面暂时

不完美，如果积极作为，找

到弥补或替代方案，让更多

创新创业人才在河南找到

归属感，在现有环境中迅速

成长，定能积聚强大的创新

发展活力。

“表情包”不可随意乱用
2016年 11月 20日，南京市民戴女士购买了某影

院的一张电影票，票面标注的播放时间为当天的 20

时 45 分，但是该影城一直播放广告至 20 时 52 分才

开始播放正片。为此，戴女士以影院涉嫌强制消费，

侵害她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为由，向

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近日，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判

定，被告构成对原告知情权的侵犯，责令被告对原告

进行书面道歉并承担案件受理费用。（据9月25日
《扬子晚报》）

给这样“较真”的消费者点赞，在自己的合法权

益遭受侵害之后，她不但敢于公开说不，而且积极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电影在正式放映之前过

多过滥的片头广告，早已让绝大多数观众忍无可忍，

但多数人觉得通过法律维权的成本太高，最多就是

私下吐槽一下了事。正因为如此，电影院才变得肆

无忌惮，乃至于一部电影前面插播的广告，甚至达到

了十几分钟之多。根据《新消法》赋予的省级以上消

协组织可帮助消费者维权的权利，希望全国省一级

消协组织联合广大消费者向这个不合理的“潜规则”

说不，必要时提起公益诉讼，给泛滥成灾的电影贴片

广告立立规矩，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6

（苑广阔）

给“贴片广告”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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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走进高校宣讲普及金融知识

□本报记者 郭戈

为履行社会责任，保护大学生群
体免受违法违规“校园贷”“培训贷”
和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今年 9月，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多次走进校园，开
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宣教教育活动，
为大学入学新生普及金融知识，帮助
其防范金融诈骗。

9月 6日，中信银行郑州分行零
售银行部受黄河科技学院邀请，联合
中信银行郑州商鼎路支行和红专路
支行，为该校 2017级新生介绍防范
电信诈骗的方法，普及金融安全知
识。9月 8日，中信银行郑州花园路
支行走进郑州理工职业学院，开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服务活动。9月
14日，中信银行郑州红专路支行走
进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进行金融知
识宣讲。9月20日，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积极参加了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开展的“金融知识进校园”集中宣传
活动，现场摆放的金融知识宣传展
板、发放的折页及手册受到了同学们
的欢迎，现场气氛活跃，宣传效果良
好。与此同时，中信银行在全省的各
二级分行也在积极行动——9月 14

日，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走进洛阳理工
学院，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走进河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均为广大在校生带
来了别开生面的“开学金融第一课”，
获得了高度认可与好评。

在此次宣教活动中，针对近期频
发的金融安全问题，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以“树立理性消费观念，防范校园
贷款陷阱”为主题，通过悬挂户外条
幅、摆放展板、发放折页等多种形式，
向莘莘学子介绍了防范电信诈骗的
方法，普及了金融安全知识，尤其是
对新入校的大学生们，帮助其树立了
金融安全防范意识，为创新、创业能
力的提升奠定了金融知识基础。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
在校大学生的金融知识水平及自我
保护能力，增强对电信网络诈骗及违
法违规“校园贷”的风险防范意识，任
务艰巨，刻不容缓。对此，高校、社
会、家庭都需帮助学生提升思辨能
力，辨别是非真伪。下一步，中信银
行郑州分行将持续、广泛地开展“金
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帮助学生们抵
制不良诱惑，远离金融陷阱，为保护
校园金融安全奉献力量。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员工在宣教活动中为学生答疑

□本报记者 郭戈

为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自9月1日起，中国光大银行郑州
分行正式启动了“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活动。

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大量P2P
网络借贷平台，号称无抵押、利息低、
放款快，不断向高校拓展业务。其
中，有部分不良网络借贷平台采取虚
假宣传、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
费标准等手段，诱导学生陷入“校园
贷”陷阱。在本次宣传服务月活动
中，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将“金融知识
进校园”作为重点开展宣教活动，面
向高校大学生进行金融知识宣传普
及，保护大学生群体免受违法违规

“校园贷”和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
据悉，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组织辖

内各二级分行、各支行先后走进郑州
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南阳师范
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焦作万方
科技学院等高校，现场设置金融知识
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重点摆放“校
园贷”、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主题宣
传展板、海报。同时，向师生发放“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警惕违规互联网

金融”“理性消费，识别不良‘校园
贷’”等宣传资料，并发放宣传图册逾
40000本。在 9月 20日河南银监局
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开展的“金融知
识进校园”集中宣教活动现场，光大
银行郑州分行的讲师用真实案例为
在校大学生讲述了“校园贷”的危害，
引导其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金
融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现
场气氛热烈，如何提高自身风险意
识、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等受到大学
生的普遍关心。

“要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建立
良好的信誉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观
念，摈弃攀比的陋习，抵御消费冲动
和诱惑，量入为出，理性消费；了解金
融知识、法律常识，用法律手段保护
自己；对于新生事物，一定要先学习，
再接受运用，不可盲从，保护好自身
利益。”在活动现场，光大银行郑州分
行的讲师对在座的莘莘学子提醒道。

据悉，今年以来光大银行郑州分
行持续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进社
区、进企业、进广场活动，组织各类活
动300余场，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服务
机制，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有
效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在高校的宣教展台前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郭戈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移动
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环境愈发复杂
和多元化。消费者在获得多样化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识别风险的难
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他
们刚刚步入社会，缺乏对金融知识的
了解，如何有效识别不良“校园贷”、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今年 9月“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活动中，中国民生银行郑
州分行积极对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于 9月 15日和 20日两次走进校园，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该行
围绕“正确使用金融服务，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这一主题，设立宣传展位，
发放宣传折页，同时，为提高学生参
与度，还制作了电子宣传手册，并设
计了“金融知识宣传留言板”专栏，大
学生们可通过微信提交自己知道的
金融知识宣传标语或参加活动的感
受。本次宣传教育活动既提高了大
学生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也展现了银行业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在宣传活动现场，中国民生银行
郑州分行重点介绍了以下两种针对
大学生的常见诈骗行为：一种是通过

“发放助学扶助款”“返还义务教育
费”等方式实施诈骗。诈骗分子通过

“指点”受害人操作本人银行卡，将卡
内的钱转至其指定账户。针对此类
诈骗，大学生及其家长一定要先通过
正规渠道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
校联系，以证真伪，同时要做到“不透
露、不相信、不理睬”；另一种是利用

“校园贷”诈骗大学生。这类诈骗的
模式一般是招聘大学生兼职，许诺一
定的底薪加介绍新人提成，以底薪可
以月供还贷、贷款可以消费、可以免
费获得手机等为理由，诱导大学生办
理第三方贷款平台的“校园贷”或分
期购买指定的电子产品。但是这类
兼职公司往往在1至2个月后就以各
种理由不再支付工资，而这些贷款仍
然需要大学生进行偿还。针对此类
诈骗，大学生首先要对校内外的兼职
有正确的认识，对一些虚假的、没有
实际工作内容的兼职坚决说“不”，防
止上当受骗。同时，如有金融需求，
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防止
落入民间借贷的陷阱。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履行社会责任 呵护莘莘学子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服务能力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金融知识进校园 尽职履责在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