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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在淘宝上不少售卖手机模型的商家打
出了“‘上交’专用神器”的广告语，售卖的手机模型也由过去的黑屏“升级”
为可亮屏、可开机。购买这种模型机的人群中，学生占很大比例，主要为了
应付学校收手机时，避免交真手机而买来“顶包”。5 图/ 薛红伟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政府“僵尸网站”未走

远，“僵尸 APP”又来了。在电子政务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部

分政务平台搭建起来却没有真正使用好，少数地方政府和

部门甚至以行政摊派、强行推广、篡改数据等手段，打造“手

机上的政绩工程”。（见12月26日《华商报》）
如何防止政务 APP 变成“僵尸 APP”？笔者以为，有关

方面要善做“加减法”，通过疏堵两条路来应对。

要做好“减法”。政务 APP 在成立、开发、建设等方面，

都应该有严格的监管和设置程序等，不能任由地方或部门

心血来潮随意开发建设。要设立明确的规矩和条件等，做

政务 APP 建设的“减法”，避免由于政务 APP 的泛滥设立，

让群众认为其可有可无。

要善做“加法”。要在增加政务 APP 实用性上下功

夫。政务 APP 要尽量将多部门、层级，甚至不同系统内部

的更多业务，整合到一个流程的 APP 上，让群众下载一个

APP就能办很多事情、咨询很多问题，而且能够经常办事和

咨询。

政务管理部门管理不善也可能导致“僵尸 APP”出现。

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在政务 APP 被批准设立、建设后，在日

常和后期的监管上也要制定一套严密科学的考核奖惩管理

办法，避免政务 APP 由于管理不善而逐渐失去用途，成为

“僵尸 APP”。5 （余明辉）

□何勇海

合肥市公安局日前为 45 名

流浪乞讨人员采集指纹、拍照、

办理落户手续。这 45 名流浪乞

讨人员现在已成为拥有户籍的

合肥市民，可以享受医保等各种

市民待遇。（见12月26日央广网
报道）

为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办理

落户手续，合肥此举堪称“冬日

里的一股暖流”，彰显了城市管

理 者 的 爱 民 之 心 、以 人 为 本 情

怀。流浪乞讨人员是身处最底

层的弱势社会成员，对弱势群体

的态度，考量着一个地区、一个

社 会 、一 个 国 家 的 文 明 和 谐 程

度。所以，不管是从职责使命出

发，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帮助

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让他们有

饱饭吃、有热汤喝、有暖衣穿，不

仅是相关部门的事情，也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

流浪乞讨人员除了饥寒所

迫之外，还会有大病所困、失业

所忧、灾害所难。靠暂时性的救

助来解决饥寒问题比较容易，而

大病所困、失业所忧、灾害所难，

则并不能依靠救助从根本上改

变 ，而 是 需 要 尽 快 破 除 身 份 壁

垒，保障流落在异域他乡的公民

平等地享受到各种政策利好，这

样才能给流浪乞讨人员的困境

“兜底”。

可见，将事实上等同于“黑

户”的流浪乞讨人员纳为“新市

民”，是具有“温度”的施政体现，

相信此举能让城市给更多人以

“家”的归属感，值得其他地方效

仿。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做好查

询甄别，要防止纳为“新市民”的

流浪乞讨人员具有“双重户口”，

在原籍地和落户地享受着最低生

活保障等多方面的双重待遇，也

要防止一些人钻政策的空子，把

有残疾或智力、精神障碍的家人

偷偷地弄到可以落户的地方来。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即便

是流浪乞讨人员，在享受医疗、最

低生活保障等福利时，也不以户

籍为壁垒。正如一些网友所建

议：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打造一个全面的

“兜底网”，让所有流浪乞讨人员的

权利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同

时，我们要为有自力更生能力的

流浪乞讨者想点子、找路子，引导

他们自食其力，更好发展，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不让一个

人掉队。5

打开微信小程序“网证 CTID”，注册身份信息，刷脸

“扫一扫”，立刻核对身份，证明“我就是我”。12 月 25 日，

在广州市南沙区行政服务中心，来自广州市越秀区的陆

小姐领到了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网证”，以后不需要实

体身份证，只需拿出手机“刷脸”比对，即可迅速实现“人

证合一”。（见12月26日《南方日报》）
广州推出身份证电子证照政务落地应用，引入“微警

认证”人脸识别技术，AI 系统自动比对用户身份信息、人

像、身份证件的真实性与一致性，进行身份证“网证”开

通。这是深得民心之举，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现 实 中 ，我 们 的 实 体 身 份 证 件 的 使 用 有 时 很 不 方

便，诸如居住证、临时居住证、驾照、车辆登记信息等，

这些关于个人信息的东西都是分散的，整理起来，极其

麻烦又琐碎。而且有时候携带不便，遇到不慎丢失，会

带来更多的麻烦，而“微信身份证”可以解决居民的后

顾之忧。有了“微信身份证”，无需再携带实体身份证

和留存身份证复印件，出门更方便，办事更快捷，更安

全了。

“微信身份证”作为电子证件，是公安机关深度推行

网络化办事服务的一大创举，是解决“办事难”“假证伪

证”等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创新政务工作模式，进一

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仅仅刷脸“扫一扫”，

即可立刻核对身份，证明“我就是我”，“微信身份证”实现

了便民服务的最佳化，值得全面推广。1 （左崇年）

“微信身份证”值得推广

让“河南快车”串起更多丝路机遇
中欧班列的竞争已进

入了更高水平阶段，从抢跑

到并跑再到领跑，中欧班列

（郑州）已充分展现了自己

的实力。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12 月 25 日，一列满载着汽车

配件、电子产品、玫瑰种苗等大批

货物的中欧班列（郑州）缓缓启

动，踏上开往德国汉堡的征程。

此趟班列将中欧班列（郑州）的开

行总数刷新至 1000 班。（见 12月

26日本报报道）
从最初的每月一班加密至每

周“去八回八”，中欧班列（郑州）

在载货量、集货半径等关键指标

上后来居上，成为全国中欧班列

中的“领跑者”。更为重要的是，

中欧班列（郑州）一直在以“加速

度”赛跑，尤其今年以来，货值、货

重、班次都跑出了过去几年的总

和。这说明货源充足，各项指标

呈现着良好发展势头。

开行四年多的时间实现 1000

班开行总量，每周高频次往返满

载，省外货源占 80%，真正实现了

常态化运营，中欧班列（郑州）这

样的成绩完全达到当初开通这条

物流通道的目的，夯实了河南建

设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

系、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的基

础，使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的步伐进一步提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中欧班列（郑州）

之所以能厚积薄发，与近些年的

苦练“内功”不可分：建设境内境

外双枢纽，形成沿途多点集疏格

局；提高转运效率，“一单到底”公

铁空海多式联运持续发力；依托口

岸，拓展跨境电商、汽车进口、国际

运邮等增值业务；发展特殊运输，用

冷链物流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正是抓住了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核

心要义，结合国际班列的实际需

求，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与完善，中

欧班列（郑州）才在短短时间内成

为真正的“黄金班列”。

不日新者必日退。目前，国

内 50 多个城市已开通中欧班列，

据 国 家 铁 路 局 数 据 ，截 至 2017

年 11 月初，中欧班列总开行数

量已经突破 6000 列，仅今年开

行的班列数就超过了 3000 列。

在一些口岸城市，班列甚至一度

“堵塞”。要在激烈的竞争中长期

保持优势，中欧班列（郑州）还要

不断提升软件硬件建设水平，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加快境外集

货枢纽建设，继续开通汉堡、慕尼

黑之外的第三站点，使更多的欧

洲城市成为我们的物流支点，连

点成线，连线成面，扩大在国外集

散货覆盖面；在国内持续广泛宣

传，进一步扩大集货范围、丰富货

物品种；持续在多式联运上创新，

争取将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充

分放大班列在时效上的优势……

中欧班列的竞争已进入了更

高水平阶段，从抢跑到并跑再到

领跑，中欧班列（郑州）已充分展现

了自己的实力。这条长长的物流

运输线，同时寓示着这是一场长跑

比赛，中欧班列（郑州）还要做一个

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持续为“陆

上丝路”繁荣再作贡献。5

流浪人员成“新市民”颇具施政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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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加减法”遏止“僵尸APP”

12 月 25 日下午，代表着三门峡形象的郑州天
鹅城酒店虢国厅座无虚席，嘉宾云集——“仰韶酒
业&CCTV7 军事频道特别合作、CCTV10《百家讲
坛》独家冠名合作新闻发布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西方人欢庆圣诞的重要时刻，东方古国的古老文
明也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随着仰韶彩陶坊酒的
强势崛起，7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将以崭新的面貌
登陆央视！

牵手央视提升品牌新高度 振兴豫酒仰韶率先再发力

前言

12月25日，对于仰韶或者豫酒而言，注定

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这一天仰韶正式签

约央视，品牌升级全面开启；同时仰韶也成为

今年9月豫酒转型升级全面展开后第一家积

极响应号召的豫酒企业。仰韶酒业登陆央视，

意味着河南仰韶酒业在振兴豫酒的大背景下，

产品、品牌战略层面的全面升级。

下午4时，天鹅城酒店虢国厅内，随着
来宾们的陆续到来，7000年仰韶文化和仰
韶酒的历史故事，伴随着陈凯歌浑厚的男
中音，在大屏幕上缓缓展开……

17 时，随着 CCTV7 代表——解放
军电视宣传中心对外合作部主任范海
光、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志华；CCTV10代表——中
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监审部主
任尹学东、中央电视台上市公司上海中
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微瑜；
省市政府领导——河南省商务厅副厅
长李若鹏，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巡视员陈振杰，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孙继伟，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食品办公室主任许新；省酒业协会领
导——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副
会长兼秘书长蒋辉；企业方面代表——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侯建光，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卫凯等嘉宾陆续进入会
场，新闻发布会在省酒协秘书长蒋辉主

持下正式开始。
首先是嘉宾发言致辞。孙继伟表

示，仰韶酒业是我们三门峡的老骨干企
业，长期以来为豫酒繁荣和中原经济文
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豫酒转
型发展纳入省政府战略规划以来，仰韶
酒业迈在前列、干在实处，推出了豫酒振
兴第一酒——河南彩陶坊，此次大手笔
携手央视进行品牌势能打造，令家乡父
老感到自豪。

范海光在致辞中讲到，仰韶酒业与中
央电视台CCTV7军事节目的结缘，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的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共同奏响了军民深度融合的
时代协奏强音，2018年是新时代的开局之
年，军事节目将与仰韶酒业携手共进，将最
优质的时间资源、最黄金的播出位置、最丰
富的回报形式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合作伙
伴，站在国家级军事电视宣传的主阵地和
制高点上，为传播仰韶品牌和弘扬仰韶文
化鼎力相助，助力仰韶酒业创造新辉煌，引
领豫酒新时代。

尹学东则表示，历史上的人热爱酒，
为酒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诗篇，CCTV10科
教频道的节目受众皆是热爱文化的人，今
天仰韶酒业和CCTV10科教频道合作，将
中国白酒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CCTV10
将助力仰韶酒业创造品类制高点，助力豫
酒品牌走向全国。

会上，陈振杰代表豫酒振兴领导小
组在会议中致辞，他表示，陶是中华文明
的典型符号，亦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
表。仰韶文化是民族的文化、仰韶酒亦
是民族的酒。近年来，仰韶酒业以实力
领跑豫酒振兴，此次大气魄进军央视，将
有力展示豫酒形象、提升豫酒品牌。

随后，李若鹏宣布战略合作正式开
始，仰韶和CCTV7、CCTV10三方正式
签约开始合作，仰韶酒业也正式迈出了
进军央视的步伐。

会上，来自河南日报的美女记者，对
会议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短短几分钟
的签约仪式，吸引了上万人关注，可见仰
韶的品牌号召力之强。

2017 年是豫酒转型发展的元
年，省人民政府高瞻远瞩，将白酒
业作为 12个“转型升级”的行业之
一，并进行战略部署，出台《河南省
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其中明
确提出，“推进品牌重塑，以打造全
国性品牌和培育区域性品牌为目
标，打造豫酒核心品牌和超级单
品”。

伴随着仰韶酒业市场占有率、
品牌知名度和品牌美誉度的不断
提升，为了进一步促进仰韶品牌的
终端销售，提升品牌号召力。此
次，仰韶酒业斥资和央视达成战略
合作，将于 2018年强势登陆央视 7
套军事频道并独家冠名央视 10套
《百家讲坛》栏目，吹响打造强势品
牌发展号角。

侯建光接受采访时说：“进军
央视，是仰韶酒业引领豫酒转型升
级新高度的重大举措，是仰韶酒业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力与提升
品牌战略的需要，是仰韶酒业坚持
打造彩陶坊大单品的市场营销需
要。”他表示，下一步，仰韶酒业将
继续紧紧围绕豫酒转型发展的战
略规划，稳步推进企业转型发展的
各项工作，深耕河南市场、做大陶
香品牌，为实现我们的“陶香中国”
夯实基础、做好铺垫。

CCTV7 军事频道收视群体与
仰韶彩陶坊酒的消费群体高度一
致，CCTV10《百家讲坛》栏目则是
一档文化厚重的央视王牌节目，其
深挖中华传统文化的栏目定位与
仰韶品牌高度契合。签约仪式后，
到场嘉宾观看了仰韶文化浓厚的
宣传片。

熊玉亮代表省酒协在会上表
示，仰韶的宣传片犹如一张生动的
名片，全面展示了仰韶彩陶坊酒与
仰韶文化的渊源，具有较强的感染
力和渗透力。相信，借助央视的平
台，豫酒仰韶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可以说，在省委省政府提出豫
酒振兴战略后，仰韶再次率先发
力，打响了豫酒品牌振兴的第一
枪！

签约央视：品牌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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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光董事长致辞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启动仪式现场

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代表企业和央视代表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