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竞技，早在 2003年就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正式开

展的体育项目。按照计划，2022 年杭州亚运会也将正式设立

电子竞技项目。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吉拉近日表示，“国际奥委

会正在讨论、考虑未来将电竞纳入奥运会，很多工作需要去

做。”（见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电子竞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软硬件设备为器械，在

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在统一的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

抗性益智电子游戏运动。电子竞技作为一项体育项目，可以

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团队精

神以及对现代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这与传统体育的本质和

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国际奥委会宣布同意将电子竞技视为一

项“运动”，认为“电竞可以成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平台”，意

味着国际奥委会已向电竞伸出了“橄榄枝”。

然而，若想电子竞技进入奥运会，必须迈过“三道关”。其

一是“规范关”，电子竞技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从娱乐游戏

跨越成一个运动项目，必须建立完备的赛事规则与管理规

范。其二是“普及关”，要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宣传和引导健康

电竞理念、游戏伦理和文化内涵，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团队协

同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电竞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三是“竞赛关”，要通过举办世界性

的电竞比赛，去激励各国发展电竞等智力运动，为电竞登上奥

运舞台打下坚实基础。1 （张西流）

□樊树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要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凝聚起实现民

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对此，安徽省工商联

副主席、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潘保春指出，目前，国内许多企业通过给本

土品牌贴上冗长的“外国名”，给消费者一种“洋

品牌”的假象。汉字是中华文明世代传承的标

志，应该多在产品商标上使用汉字，以民族品牌

传递民族文化。（见3月19日《光明日报》）
汉字是中华民族雄浑豪迈、生生不息灵性

之结晶，是与西方语言文字迥然不同而内涵深

邃的“文化魔方”。在世界上一百多种文字中，

汉字对人类文明起到的促进作用是独一无二

的，汉字文化的自信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

头活水。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汉字在世界上

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逐步

拓展的今天，我们的“方块字”更是大放异彩，

受到许多外国人的喜爱。“在校学习汉语的美国

中小学生人数近年出现爆炸性增长”“在英国家

长的心目中，中文是除印欧语系之外最重要的

语言”“两年后俄罗斯将首次把汉语纳入国家统

一考试中”“未来5年内，南非政府计划在500所

学校引入中文教学”……“中文热”在世界上持

续升温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已不仅仅是一句歌词和一种想象了。

中国制造要想走向世界之巅，就必须打造

中国制造的国家品牌，使用写着汉字的产品标

识，应该在业界尽快达成一种共识。让更多的

企业摒弃“洋标识”，提倡使用汉字标识不仅能

体现品牌的中国价值，放大品牌的文化内涵，

让消费者不再懵懵懂懂，更是文化自信的有力

体现，对国内品牌的研发与塑造更能起到一定

的倒逼作用。

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之一，更是能形

成书法艺术的唯一文字，期待“汉字商标”能

在业界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5

“电竞入奥运”须过三道关

让精英人才到乡村舞台大显身手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既要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也要给农业

以人才支持，推动农业发展、

乡村振兴。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全省农业科研工作会议为科技创新发

力助推乡村振兴描画了美好蓝图：以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和引领支撑能力为中心，着

力抓好“创新引领”能力建设，为乡村振兴

插上“科技之翼”，为河南农业农村现代化

贡献“农科力量”。

打造“科技之翼”，动力从哪里来？当

然主力军是全省农科系统。这次会议指明

了方向，围绕提升粮食产能，巩固优势研究

领域，强化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新品种

选育优势研究领域；围绕质量兴农，提升薄

弱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生物育种、健康养

殖、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智

慧农业等领域研究，积极拓展都市农业、休

闲农业和循环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相关技术

研究；围绕绿色兴农，强化关键研究领域，

力争在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环保、投

入品减量、面源污染控制、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农业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集

成方面有所突破，为农村生态宜居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持。

然而，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成果，还需

要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支撑。当前农

村有能力操办农业经营主体的人才相对匮

乏，要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衰落，

还要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致力推

动，让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促使精英人

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让农民企业家

在农村发展壮大。

笔者家乡邻村小集，原来多数年轻人

外出打工，只剩下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经济

相对落后。在外搞建筑的张进伟返回村子

后，带领群众在山沟里办起了一家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仅用三年时间，肉牛存栏达到

6000 多头，促进土地流转 2000 多亩，让赋

闲的中老年人 200 多人就业，成为孟津县

创新型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企业。生

动的事实证明，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新型城镇

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还要在城市

越来越现代化的时候，推动农村越来越美

丽。加快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土

地流转，为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条

件，为逆城镇化中城市人才、城市企业反哺

乡村准备广阔的平台。新型城镇化必然是

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乡村振兴应该与新

型城镇化并驾齐驱、共同推进。

杏花红处青山缺。乡村振兴，人口的

离开和返回，是对立而统一的体系。重塑

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既要推动

新型城镇化建设，千方百计让进城务工人

员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工作生活，孩子能进

城的随着进城，解决留守问题。同时，也要

让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找

到归宿，也要给农业以人才支持，推动农业

发展、乡村振兴，让美丽的乡村永远绽放烂

漫的鲜花。5

用“汉字商标”展示文化自信

莫让野菜成舌尖隐患

众
议

中岳观察

画中话锐评
南京人爱吃野菜是出了名的。不过，野菜可不能随便吃，

万一吃到毒草，可是会要命的。3月 17日，南京市浦口医院急

诊科主任胡东东在医疗群中紧急求助：“请问谁认识这种植

物，一位患者误吃中毒，呕吐了。”一名老中医确认：这种“野

菜”其实是“毒草”，名叫石蒜，是不能轻易食用的。（见3月19
日《金陵晚报》）

野菜很少大批量进入市场，有的是普通市民采挖了野菜，

自己吃不了将剩余部分拿到市场上销售，有的是农民雇用人

采挖之后，转手销售。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野菜的销售都因为

其特殊性，躲过了市场部门的监管。再加之，很多小批量的野

菜是在街头巷尾销售的，则加大了“食用野菜”的危险等级，成

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隐患。

春季到来，野菜大量上市，也是误食“毒草”的高发期。既

然百姓喜欢吃，有关部门就应该想办法确保野菜的安全。监

管部门应该将野菜的销售纳入监管体系，要像监管农产品安

全一样，监管野菜的安全。所有销售的野菜必须进入正规市

场，不在正规市场销售的要严厉打击。而进入市场销售的野

菜，也需要进行仪器的检验检疫，由专业人员将毒草拦截在百

姓的舌尖之外。5 （郭元鹏）

近日，新华社记者从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针对“9.9元游山东半岛”
等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该部门将从严打低价产品、严查合同签订和严
管购物场所等环节入手，不给“不合理低价游”以任何生存空间。5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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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 氏
县工商、烟草
等单位，组织
开展了以“品
质消费 美好
生活”为主题
的“3·15”宣
传活动。
王敏敏 摄

◀ 永 城
市委相关负
责 人 在“3·
15”烟草整治
展台前向执
法人员询问
和了解烟草
综合治理工
作开展情况
和如何鉴别
假烟。

王书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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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2017年鹤壁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开展
以来，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
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围绕“维护市场秩序、促进
产业发展”这一目标，按照“端窝点、断源头”“清
市场、腾空间”的治理方式，抓住关键环节，扎实
开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取
得显著成效，有效地维护了全市烟草市场秩序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多措并举，成效显著。2017年，鹤壁市工商、
烟草、公安、邮政、交通等有关部门加强合作意
识，狠抓工作落实。各辖区各部门共开展集中行
动437次，检查零售商户17915户次，查处涉烟违
法案件187起，拘留涉案人员4名，逮捕犯罪嫌疑
人 1 名，查处假冒走私卷烟、真品卷烟共计
6006.38条，案值52.74万元，罚没收入2.06万元。

去年，鹤壁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办公室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金秋利
剑”双节期间卷烟市场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全
市各辖区各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99次，检查零售

商户 4671户次，查处涉烟违法案件 39起，查获
假冒伪劣卷烟、走私烟、真品卷烟共计 2107条，
涉案金额共计 17.8408 万元；9月 20日，淇县烟
草、公安等执法人员通过一个小小涉烟包裹，深
挖细查，导出“9·20”物流寄递非法卷烟大案，目
前该案案值已突破100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
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行动取得了
显著成效。

总结过去，规划未来。2018年，鹤壁市坚持
“端窝点、断源头”与“清市场、腾空间”相结合、日
常监管与开展专项行动相结合、全面清理与重点
整治相结合、专业执法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加大
对名烟名酒经营店、超市、中高档娱乐场所、夜
市、车站的检查频次，围绕假烟生产、销售和真烟
非法流通行为依法依规进行综合治理。落实回
访复查，定期开展走访检查、转化教育工作，做到
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多杀“回马枪”，结合暗访和
突击检查的方式，力争不遗漏一个监管对象，不
放过一起违法行为，确保履职到位。 （郭亚霖）

去年，全省烟草市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商丘市高度重视，精心谋划，强力推
进，务求实效。截至目前，商丘市共立案查处
涉烟案件776起，端掉制假售假窝点7个，查获
烟机设备 16 台，烟丝烟叶 230 吨，违法卷烟
35448条，案值1295.65万元，对违法经营卷烟
者形成强烈震慑。目前，商丘市烟草销量显著
提升，居全省第四位；省产烟份额显著提升，增
幅居全省第三位；省产一二类烟显著提升，居
全省第四位。

排查摸底，登记造册。商丘市对烟草经营
市场主体和物流寄递企业的位置分布、销售规
模、经营品类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对卷
烟经营户和物流寄递企业的现有存量，进行全
面排查摸底，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共排查建
立卷烟经营户清单台账 19736 户，排查出无
照、无证841户；排查出物流企业638户，快递
企业法人41户，快递企业分支机构381户。

分类监管，严格执法。紧紧围绕不同的

重点领域、环节、区域，先后开展了六次大型
整治活动：金秋会战、无证无照经营卷烟专项
整治、国庆、中秋“双节”市场整治、“清市护
航”联合执法行动、物流寄递行业涉烟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整个治理过程既轰
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截至目前，共开展烟草
市场集中检查 495次，出动执法车辆 5127台
（次），检查商户63881户（次），取缔非法经营
户60户。

明确目标，再创佳绩。2018年，商丘市将
致力于构建和完善“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
方参与、密切协作”的烟草市场综合治理体
系，进一步完善全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的防
控体系，建立巡查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落实

“双随机”市场监管制度，强化督导检查。构
建烟草经营市场主体的自律机制，建立追责
机制和激励机制，奖罚结合，提高执法人员的
内在动力，为助推商丘市烟草业转型升级作
出积极贡献。 (黄月西)

市场治理成效显著 营造环境助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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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门
峡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到
烟草市场综
合治理工作
宣传展台进
行现场指导。
张东龙 摄

◀ 漯 河
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在 烟
草市场综合
治理工作宣
传展台前，察
看现场扎实
开展的普法
宣传维权活
动。

霍嘉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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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
人大、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在
“3·15”烟草部
门展台前，询
问全市烟草市
场综合治理工
作情况。

杨克让 摄

“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 省 工
商局相关负
责人在地市
“3·15”活动
现场，察看烟
草市场综合
治理工作成
果。张灿 摄

■商丘市 ■鹤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