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宋向乐）

6 月 13日，突如其来的绚丽晚霞出现在郑
州的天空。于是一场拍晚霞大赛拉开帷
幕，人们纷纷在微信朋友圈晒起了夏日傍
晚的天空。

凉风已来，雨云正布，预报中的冰雹、
大风、强雨还未赴约，郑州傍晚的天幕上，
不知是哪位能工巧匠已在恣意展现着天
分，用最自然的颜色，最巧妙的布局，把一
幅美丽画卷铺陈在这座城市上空。

这种景象是一种难得的自然天象，当
一束光线透过胶体，从入射光方向可以观
察到胶体里出现的一条光亮的“通路”，这
种现象叫丁达尔现象，也叫丁达尔效应。

一位媒体人在朋友圈留言说：“晚上七点
半，忽然发现朋友圈被晚霞点燃了，一时间
仿佛人人都成了专业摄影师。连忙出办公
大楼抓拍两张，如此瑰丽的晚霞太罕见了！”

网友胖圆真的太胖了说：“抬起头的一
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宫崎骏的漫画世界里
的天空，心情瞬间晴朗了，必须 mark 一
下，越来越喜欢郑州了。”

网友 Leon阿我爱你阿说：“今儿的郑
州像是谁踏着七彩霞云，美极了！”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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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大河数字

这样的他们，
让河南更出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新闻事件：
6月 7日，郸城县丁村乡

的 200多名农民冒着 36℃的
高温，在 100 多亩麦地里用镰刀一镰一镰割出三个大
字——“中国梦”，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庆祝今年夏粮丰收。
他们的领头人叫于培康，今年48岁，是培康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理事长。该合作社是郸城县众多农业合作社中的一
个，现拥有600多名社员，流转土地2300多亩，既帮助社
员增收，也助力一些贫困户脱贫。（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

爱国关键词

麦田里的“中国梦”

“中国梦”图案

6月8日，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首发“周口麦田里的‘中

国梦’”新闻后，多家媒体及众多自媒体转发跟进相关报道。

传播数据：

54万
大河客户端头条号6月 9日发布的报
道《周口麦田里的“中国梦”》，阅读量
超过54万次

新闻事件：
6月 8日上午，社旗县一

名女生参加高考时因鞋子内
含有金属，根据规定无法进
入考场。这时，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三(6)班班主任李
连一老师脱下鞋子，让这名女生换上，自己则在烈日下，
赤脚拎着学生的鞋子穿过校园。（央视新闻微博）

敬业关键词

老师，你赤脚的
样子很帅！

李连一

6 月 11 日 8 时 58 分，“南阳之窗”搜狐号首发该条新

闻。6 月 12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跟进做了相关报道。

6 月 12 日下午 4 时 10 分，“央视新闻”微博发布有关报道，

并被头条新闻、中国新闻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西新

闻广播等媒体官方微博转发。

传播数据：

5114
条

截至6月13日下午6时，全网关于“最
美赤脚班主任李连一”的消息达到
5114条

新闻事件：
6月 1日晚上，在焦作市

武陟县的公路上，焦作小伙慕
光宇奋不顾身冲进现场，沉着
冷静地将一辆冒火的货车车身分离，最终大火被成功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慕光宇的英勇举动，帮助车主挽回50
多万元损失。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陌生人的这种举动，被
中央电视台跟进报道，引得无数观众为他点赞。（焦作晚报）

友善关键词

一个英勇举动
挽回50多万元损失

慕光宇

慕光宇舍身救险的事情传开后，6月 7日 8时许，央视

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播出《货车突然起火，众人合力救援

减损》为题的新闻报道。6 月 11 日，焦作晚报跟进报道；6

月 12日，大河报跟进报道。③9 （本栏图片均来自网络）

传播数据：

194条
截至6月13日下午6时，全网关于“焦
作小伙慕光宇”的报道有194条

河南公布征信数据 收录5595万自然人50万户企业及其他组织信息

今天起，关注你的信用记录

本报讯（记者 陈晨）俄罗斯世界杯终于
到来了！今天，世界杯揭幕战将打响，无论你
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未来一个月，你都会被
世界杯元素包围。在此，河南日报客户端推
出《问“侯”世界杯》专题，同时派出记者奔赴
俄罗斯，与广大球迷一起开启世界杯时间。

作为河南唯一特派记者亲临世界杯现场
的党报客户端，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侯皓将在
世界杯期间为大家带来“豫见俄罗斯”和“侯哥
看球记”两档专栏，为你展示赛场内外的精彩
趣闻。

错过比赛也别紧张，全部64场比赛的赛
程赛果、积分榜、射手榜，尽在“绿茵终场哨”栏
目。你关心的球队是否赢球了？看看河南日
报客户端就都知道了。

“‘河’你一起侃”栏目，将为你带来精彩赛
事的深度分析，明星球员的热辣点评。用户还
可以在这里参加互动竞猜、每日之星评选等活
动。

到世界杯现场观看五星巴西的比赛，是许
多球迷的梦想，河南日报客户端为广大用户提
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只要
到河南日报客户端参与评
论留言，猜对揭幕战俄罗
斯对沙特阿拉伯的比分，
就有机会赢取6月22日巴
西对哥斯达黎加的VIP球
票。快打开河南日报客户
端来参与活动吧！③9

河南日报客户端
送世界杯球票啦！ 晚霞“霸屏”郑州人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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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6月13日傍晚，郑州上空晚霞绚丽。②32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贺志泉 摄

做实“敢转争” 勇当弄潮儿
“五里滩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

轻”。牧野大地“敢转争”开展得绘声
绘色、如火如荼。蒲邑三善已扬帆起
航，正以“展旗遮日黑，驱马饮河枯”之
势，弯道超车，实现敢、转、争、超以拔
得头筹。

你争我赶，热火朝天的局面业已
形成，人人都在“甘洒热血写春秋”，作
为起步晚、慢半拍而又从不屈居人后
的长垣公安来说，的确面临着一场恶
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是挑战，更是
机遇！抢抓机遇、奋勇争先。鹰击长
空需要暴风雨的陪伴，“战神”需要浴
血奋战的洗礼与检验。

“敢转争”，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宗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使命，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为主线，强化“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着力实现“担
当意识显著增强，民警作风显著转变，
精神面貌显著提振，服务质量显著提
高，民生改善显著见效，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显著提高”的目标；着力打造一支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钢铁之师、
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着力锻造一支对
党绝对忠诚、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公安队伍。

“敢转争”首先是敢，而对于我们来
说，不仅仅是敢于担当，更是要敢做、敢
干、敢奋战，敢拼、敢超、敢为天下先。

敢于担当，不仅仅是态度，是勇
气，是表率，更是职责所在、精神所
在、使命所在。不仅仅是对工作对事

业的敢于担当，更需要精心布局、周
密部署，认真谋划、详细规划，未雨绸
缪、防患未然，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勇立潮头、大刀阔斧、团结拼搏，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敢于亮
剑、勇于夺冠、善于统筹。真正做到

“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以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在其
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努力做
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历史的业绩，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
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一级带着一
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担当带动
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

转作风，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不
能为、不愿为、不敢为的顽疾。不能为
者是能力不足，该下。不愿为者是老

好人思想严重，属“墙头草”之流，左顾
右盼、唯唯诺诺、毫无主见、随波逐流、
一切皆“好”，原则性不强，革命性不
刚，该让。不敢为者是典型的懦弱，

“软骨病”患者，须强力补“钙”。而对
于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者，当予以
调岗，调离甚或辞退，用制度、规定等
形式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
汰成为常态，以彰显纪律严明。坚持
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实干、实效，
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民
警有机会锻炼，有舞台展示，有能力
发挥，而不能成为“策之不以其道，鸣
之而不能通其意”而“骈死于槽枥之
间”的“悲摧千里马”。公安队伍不需
要“不倒翁”，更不需要乐不思蜀的

“刘阿斗”；需要的是包拯的铁面无

私，谷文昌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
一意为人民”，闫少华的鞠躬尽瘁，杨
雪峰的用生命诠释忠诚，需要的是为
追求百姓福祉而德音留一方，功业垂
青史的人民警察。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记使命，
永葆忠诚。“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
气满乾坤”。这是不争之争，不争的是
荣誉、是光环、是头衔、是进步与否；争
的是为群众办实事、除忧事、解难事，
虽“不戚戚于贫贱”但“有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民情
操；虽“不汲汲于富贵，但有以天下为
己任”的国家大义；虽“不恋栈于庙堂”
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远大抱负。这是一种无我的心
态，一种忘我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

襟，是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最好
诠释，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怀，更是人
民警察必须坚守的底线与节操。

釜底抽薪，背水一战。我们必须
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危机感，
以逢一必夺、逢冠必争的气魄，以引领
潮流、舍我其谁的气概，以“拉弓满月，
搭箭追风”之势，以流血流汗不流泪，
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大无畏精神，拿出
拼命三郎的干劲，使出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提升爆发力，加速度急行
军，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弯道
超车，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
能一览众山小，才能做到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忠诚、
干净、担当”的合格人民警察。

(长垣县公安局 封民 卢林献)

由于地域分布更广，信息采集成本更高，
农村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信贷市场中面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城市地区中小企业更为
严重。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难点在于：农村相
关的财产权利界定不清，以及以传统的“熟
人”信用文化为主导的农村信用环境，极大地
增加了金融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服务效率，
弱化了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功能。

因此，破解“三农”发展困境必须加快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弥补抵
押担保不足，有效解决农村地区贷款难问题。

据统计，截至3月末，全国累计建立信用
档案农户数 1.75亿户，累计评定了信用农户
1.2亿户，累计已有近 9405万农户获得银行
贷款，贷款余额31752亿元。

2017年，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按照全
省统一系统、市县分级建库的原则开发完成
了河南省农村和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系
统以总行制定的信用信息主干指标为指引，
农村信用信息包括村委、扶贫、法院等 10个
部门173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涉及工商、税
务等19个部门443项。

两个系统均在互联网环境运行，云端统
一部署，具有手机端 APP查询功能，金融机
构、政府部门等在取得人民银行授权后可查
询企业、农户信用记录。两个系统作为河南
省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设
施，通过采集、整理、保存中小企业和农户的
信用信息，为中小企业、农户、金融机构及政
府有关部门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全省已有 124 个
县（市、区）使用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录入农户
信息 1100多万户，入库率约 65%，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入库率达到99%；有19个县（市、
区）使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录入企业信
息8.3万户。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世龙
实习生 刘赟 通讯员 叶松

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信用记录关爱
日”。

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征信业管理条
例》，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征信机构管
理办法》《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征信
投诉办理规程》等一系列制度及行业标准，从
制度层面为征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5年来，全国征信市场发展如何？河南
省信用体系建设情况怎么样？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近日发布了相关信息。

河南省已收录50万户
企业及组织信用信息

经过 5 年建设，全国征信市场“政府主
导+市场驱动”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人民
银行建设了覆盖全国的、集中统一的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收
录了企业、个人的信息，银行信贷信息，证券、
保险、信托、外汇、融资租赁、担保等类金融信
息，以及社保、公积金、环保、欠税、民事裁决
与执行等公共信息，实现了以金融信息为主
的全国区域、主体、网络服务的全覆盖。数据
库接入机构涵盖银行、小额贷款、融资性担
保、消费金融、住房公积金、证券、保险、信托、
社保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他组织。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末，数据库累
计收录 9.57 亿自然人、2524 万户企业及其
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其中，河南省已收录
5595 万自然人、50万户企业及其他组织的
信用信息。

近年来，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加大了
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向基层人民银行和
金融机构的布放力度。2017年，实现在人民
银行各市中支、各县支行布放全覆盖，同时有
选择地在商业银行布放，方便群众查询。截
至 3月末，共在全省布放了 195台个人信用
报告自助查询机，其中在人民银行布放 164
台，在商业银行布放31台。2017年，河南省
共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服务 325万笔，企
业信用报告查询 5万笔，为国家机关提供查
询服务2215笔。

全省有124个县（市、区）
使用农村信用信息系统

1

2

信用报告记了啥？

●基本信息
包括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

●信贷信息
指借债还钱信息，信用报告中最核
心的信息

●非金融负债信息
先消费后付款形成的信息，如电信
缴费

●公共信息
社保公积金信息、法院信息、欠税
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

●查询信息
过去2年内，何人何时因为什么原
因查过您的信用报告

信用报告的信息哪里来？

放贷机构、公用事业单位、法院和政府
部门等

“不良信息”指什么？

违约信息、欠税信息、法院和行政处罚
信息

什么是“正面信息”？

您拥有贷款或信用卡且正常还款的信息

什么是“负面信息”？

未按合同约定还款的信息

信用信息存多久？

●不良信息
自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保
留5年

●正面信息
您的信用财富，一直展示在您的信
用报告中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制图/刘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