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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祭祀先祖、缅怀先烈的传统节日，因为有需

求，近年来代客祭祀也应运而生。一杯茶、一对烛、一盘

果、一封信，收费 100元，这样的代客祭祀方式你接受吗？

4月 1日，记者走访发现，重庆有陵园推出了这样的“基础

套餐”。（见4月2日澎湃新闻）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饱含至真至纯的孝义情怀，尤为

注重真情实感的表达，扫墓可以代替，但人的情感特别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血脉之情是无法替代的。看过电影《私人

订制》的人，可能会对影片中“代人扫墓”的情节印象深刻，

一个人面对墓碑和坟头痛哭，另一个人用手机把整个过程

拍摄下来，时间一到哭声戛然而止，起身拍拍土走人。这

个桥段是影片的笑点之一。当私人订制的“代客扫墓”从

电影情节变成了现实，成为一种商业项目，势必会伴随着

争议和碰撞。

米尔顿·科恩的《人类学视角下的葬礼》阐述了仪式对于

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拿代客扫墓来说，失去现场感和仪式性

的支撑，所承载的思想、情感、意愿“表演痕迹太重”，往往失

去了真实感。哀思理应发自内心，一杯茶、一对烛、一盘果、

一封信的代劳，徒具形式意义，并无真情实意，说到底，清明

追思不是花钱买祭祀方法、花钱安慰自己、弥补怀念或感恩

之情，就能体现出对故人的诚意和敬意。一项调查数据显

示，年龄在30岁到45岁之间的八成市民表示他们并不认同

“代客扫墓”。祭祀就该亲力亲为，如此才能表达出对逝者的

心意，哪怕是给逝者摆一束花、诵一首诗、洒一杯酒，也比花

钱雇人扫墓来得更有意义。1 （黄春景）

□侯文学

使用暗物质洗发水能洗出“浓密”秀发，穿上

石墨烯内衣能“修复松弛”，坐在纳米按摩椅上可

以“想瘦哪里瘦哪里”……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打造上述“高科技”生活的，不是科学家，而是

一些想象力超级“丰富”的商家。

一些商家之所以给自己的产品贴上“高科技”

和“新科技”的标签，吹嘘神奇的功效，无非是想利

用人们缺乏科学知识、希望延年益寿的心理，用炒

作高新科技概念忽悠消费者，进而达到牟利的目

的。一家名为“中国量子产业控股集团”的网站，

声称拥有“专利技术30多项，生产基地及养生体验

基地 20多处”，产品包括：量子手环、量子茶具、量

子共振检测仪、量子活化杯、量子加能床垫，甚至

还有量子返老还青舱。实际上，这不过是在利用

民众对高新科技的崇尚蹭概念蒙人。

商家炒作起高新科技概念来，可谓机关算

尽，连科学家都在探索、至今尚未搞清楚的课题

和概念，都被更不知所以然的商家移植到自己的

产品上去了。例如，被称作“世纪之谜”的暗物

质，科学家们求索百年尚未明确是什么、以何种

形式存在，但网络上、市场上已经有不少打着“暗

物质”旗号的“高科技”产品与疗法陆续出现。还

有一些产品，本身就属于乱点鸳鸯谱，违背科学

原理，比如市面上大量出现了打着石墨烯招牌的

保暖内衣内裤、文胸。对此，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副院长董国材就质疑，被称作“新材料之王”的石

墨烯，导热性能好、散热快，保暖功能从何谈起？

一条内裤如果用完全单层的纯的石墨烯做，至少

得几亿美元，哪个商家做得起？

“伪科技”产品充斥网络和市场，且有不少消

费者趋之若鹜，既说明我们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

做得还不到位，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监管部门监管

力度不够。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大肆炒作高新科

技概念，给并不具备高新科技含量的产品戴上科

技高帽，严格地讲是一种商业欺诈行为，应该通过

监管予以制止。

构建法治经济，规范市场秩序，商家依法经营

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应该是并行不悖、不可或

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加强科普知识宣传，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不能再让“伪科技”产品泛

滥。广大消费者也应提高科学素养和辨别良莠的

能力，切莫被“伪科技”产品撞了腰。7

“代客扫墓”代不出真情实意

“最多跑一次”呼唤服务创新
做好基层创新探索，政府权

力多做“减法”，服务能力多做“加

法”，就能换来增强市场活力、提

升群众获得感的“乘法效应”，夯

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3月 30日，河南省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召

开新闻通报会，公布了办税事项“最多只跑一

次”清单，清单涉及省国税局260项具体业务，

省地税局 356 项具体业务，4 月 1 日起在全省

税务部门施行。

从大幅减少审批事项到全省推行“三十

五证合一”，从“先照后证”到“证照分离”，从

济源推出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到税务部门

“最多跑一次”办税清单，我省各地各部门根

据实际，将“放管服”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改

革举措全面落地、多点突破，市场主体活力持

续释放，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过程，也是各地各

部门不断调整、自我加压的过程。省国税局

在税务总局清单的基础上增列了 48个事项，

省地税局在税务总局清单的基础上增列了35

个事项，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到此项改革的红

利。济源“最多跑一次”清单则是成熟一批，

公布一批，在实践中巩固深化改革成果。

笔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单位的创新举措

同样可圈可点。在开封尉氏县，该县国税局和

地税局 2017年 1月就实现了联合办公。在同

一层服务大厅里，左边是国税窗口，右边是地

税窗口，纳税人从此不用再两头跑。这种联合

不仅是物理上的相连，也实现了业务上的互

联，国税、地税均设有固定窗口办联合业务。

“现在办理清税，从递交资料到办完所有手续，

只要跑一个窗口即可，一趟冤枉路都没跑，而

且办结时间比以往缩短了近三分之二，大大节

约了我们的办税成本。”尉氏县金贝财务咨询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裴海峰的话，就是服务效

率提升的生动注脚，也是改革成效显著的例

证。此外，该县国税局还推行免填单、入户开

展业务咨询等服务，仅无纸化办税一项举措，

每年就可以节约近20万张打印纸。

一枝一叶总关情。“最多跑一次”，就是要

在细微之处体现为民服务宗旨。尤其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就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开通网上服务窗口，为群众提

供一站式、综合性、低成本的政务服务体系，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商事制度、投融资体制、税

收制度等改革。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大力简政减税减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都为我们下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让群众“最多跑一次”，深化“放管服”改

革，我们要继续做好基层创新探索，政府权力

多做“减法”，服务能力多做“加法”，换来增强

市场活力、提升群众获得感的“乘法效应”，从

而夯实我省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7

别被“伪科技”产品忽悠了 “乡村游”应与文明同行

众
议

中岳观察

画中话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近日，笔者与一位在乡村某景区做旅游管理的朋友交

谈时，朋友相告，其实乡村游不缺各种硬件设施，包括服

务、导游等软件也慢慢跟上了，最缺的还是游客的文明素

养和公德意识。朋友说，对他们来说，“乡村游”就盼游客

能“文明游”。

近年来，随着各地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乡村游随之“热闹”了起来。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各地

乡村的景区都游人如织，有的欣赏乡村美景，有的品尝农

家饭菜，有的在野外烧烤……乡村游不但让许多城市里的

游客享受到了乡村的美景和农家的美味，放松了心情、陶

冶了情操，同时也让许多村民享受到了旅游经济的“红

利”，可谓一举多得。

但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在有意无意中损害了乡

村游的美名。在景区里，有的游客任性采摘花朵、攀折树

枝、践踏草坪；有的游客随手乱扔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有

的游客烧烤时，故意烧毁草坪，还把吃不完的食物随地乱

倒；有的游客在一些树木上用刀刻字……如此不文明的

“乡村游”，不是在给乡村美景“抹黑”吗？

笔者以为，“乡村游”首先应该带上“文明”同行。旅游奔

的是好心情、好服务，图的是精神满足，本身就是一种高层次

消费，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丢了品位、失了身

份，反而让自己成了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7（廖卫芳）

据《北京日报》报道，继“小胖”、“金馆长”、姚明脸、洪荒少女傅园慧、“葛优躺”
等表情包之后，又有一些热点事件中的人物形象被制作成各类表情包，然而在这
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法律问题，有可能构成侵权。7 图/王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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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蔡卫汉 朱雷

4月的开封，普惠金融“试验田”一派欣欣向荣，泡桐花

开多姿烂漫。2016年 12月 26日，开封兰考县正式成为第

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这是金融扶贫工作最值得

纪念的日子，然而开封与普惠金融“结缘”却不仅是这一天。

80多年前，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农贷业务负责人李效民通

过开创“棉花贷款”在这里开始了最初的普惠金融创新实践。

种下普惠金融种子 释放脱贫攻坚力量

普惠金融 源远流长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给李效民写的信笺

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在收集整理
行史的过程中，在开封市档案馆发
现了一封 1934年中国银行总经理
张嘉璈先生写给当时河南分行农
贷业务负责人李效民的信笺，让我
们有机会重温当年的金融扶贫产
品——棉花贷款。信的抬头尊称

“效民我兄大鉴”，信的末尾落款是
“弟张嘉璈”。当时已年过半百的知
名银行家对一位 30来岁的年轻下
属如此谦恭就与“棉花贷款”有关。

“九一八”事变后，粮油棉花等
农产品严重不足，中国银行本着支
持国计民生原则开始筹划农业贷
款，张嘉璈亲自到棉花主产区河南、
陕西、山西调研农业经济。考察期
间，偶遇满腔实业报国之志的李效
民，听闻李效民利用金融产品改变
乡村凋敝的想法，他慧眼识珠盛邀
已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的李效
民到中国银行任职。1934 年 6 月
起，李效民这位大学毕业于清华、硕
士毕业于哈弗商学院的高材生放弃
了高薪教授职位，来到河南开封中
国银行开办农贷业务。

全面抗战迫在眉睫，军阀、土匪
四处猖獗，贫苦农民没有抵押物，农
贷业务信贷风险可想而知。在困境

中，李效民没有退缩，而是以开封为
中心，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向西，考察
农村和农业经济现状，大胆尝试对
棉花产销合作社和种棉农民直接发
放不需抵押的贷款，这一创新做法
史称“棉花贷款”。当时在河南的做
法是：鼓励贫农加入农贷团体，由中
国银行直接派员“着重对贫农、小
农、佃农的放款”“对各合作社及其
他农民团体贷款，以免假手他人剥
削农民之弊”。

历史资料显示：在“棉花贷款”
开展的第二年(1935 年)，河南中行
贷款额猛增 2.76倍，第三年贷款额
继续增长1.5倍，贷款县从零开始发
展到16个，联系农民3万户，当时河
南中行贷款额跃居全国系统内第二
位。农民们用贷来的钱，开掘水井
2000余眼，获益匪浅。“棉花贷款”
的迅速扩张，使中国银行在河南地
区的影响和信誉与日俱增。1937
年，李效民被调到重庆继续推广农
贷业务，由“棉花贷款”改为“甘蔗贷
款”，继续为贫苦农民服务。据统
计，李效民在河南期间共计发放农
业贷款1250余万元，为贫苦农民增
加了收入、带来了希望，为民生改善
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脱贫攻坚 中行担当

李效民开创“棉花贷款”的金融
扶贫模式如同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
子，在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绵延近
百年。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这颗“棉花贷款”的种子
又重新发芽茁壮成长，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彰显出百年中行的责任
与担当。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为落实好
总行普惠金融工作要求，扎根中原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早已设计好
工作路线图与时间表。

2017年10月，中国银行河南省
分行正式揭牌普惠金融事业分部，
并成立由省行行长何方恩任组长、
党委班子成员任组员的普惠金融工
作小组。各二级分行普惠金融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全省所辖网点作为
普惠金融基础服务网点。

建立普惠金融联席工作机制。
打造中行法人+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中银消费的“1+2”普惠金融服务体
系，由普惠金融事业部牵头，中小企
业、个人信贷、渠道管理等多部门联
合推进。

普惠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创新
普惠税贷通、普惠创业贷、普惠结算
贷、普惠科技贷、普惠专利贷等特色
产品，收到较好社会效果，有力带动
了科技型、创业类、结算类等企业发
展。持续加大对医院、学校、养老、供
水、供热、供气等企业的信贷投入力
度，扶持民生企业健康发展，助推百
姓生活条件改善。截至 2018 年 3
月，河南中行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
1900余户，贷款余额约200亿元。

80年前，中国银行在开封种下
的普惠金融的种子“棉花贷款”遍地
开花硕果累累；80年后的今天，中
国银行又将这些种子撒播在中原大
地，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释放
出强大的“中行能量”！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先生李效民在农村做调查

热烈祝贺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成立 105 周年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办公大楼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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