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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存+文创园”模式，正成为城市文化的

新景观。新华 1949 文创园、中关村 768 文创园、莱锦

文创园……近年来，北京市因势利导，唤醒沉睡的工

业遗存，将时代记忆与城市发展相融。（见9月 11日
《北京日报》）

工业遗存是当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记忆，

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年轮”。当重庆市綦江区打通

镇松藻矿区的 3台蒸汽火车被当废铁卖了时，一位网

友痛心地说：“请保存这城市的历史足迹，正是它们为

我们保留着曾经的美妙记忆，抑或是心酸的创业年

代。”是的，工业遗存记录的历史不该忘记，更不该把

记录历史的工业遗存遗弃。工业遗存“是留给子孙后

代丰富的财富，并不是包袱”，我们现在强调的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大多在传统工业中都存

在，它们不仅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更应该大力传承、

传播下去。有人说，忘记历史就等于忘本，其实，忘记

工业遗存也等于忘记文明进程的轨迹。工业遗存是

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

学价值，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对其应有足够的

敬畏感和具体的保护措施。3 （张魁兴）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日前发布的第十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报告》显示，在全国 31 个金融中心城市中，郑

州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 12 位，区

域金融中心中排名第 9 位，两个排名均比去

年上升一位，稳居区域金融中心“第一方阵”；

在五个中部区域金融中心中，郑州金融产业

绩效排名首位，综合竞争力得分仅落后武汉

5%左右，全国排名落后武汉两名，相对于长

沙、合肥、南昌的领先优势则在不断扩大。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具有优化资源

配置、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发展的重

要作用；金融业又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金融业不可

或缺。在区域金融中心的激烈竞争中，省会

郑州位次不断前移，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意

味着加快打造现代服务业强省、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我们的底气更足、条件更好、能力

更强。

按照国际通行看法，哪个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就意味着这个产业已经成

为支柱产业。曾记否，河南金融业并不发达，

是发展的一个短板。2016 年我省金融业增加

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到 5.6%，已经成为经济

发展的一个支柱产业。从短板到支柱，逆袭的

成功来自锐意改革、大胆进取。

以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为载

体，推进金融业机构集聚和服务创新，被誉为

河南“陆家嘴”的郑东新区共入驻金融机构

265 家，四大国有银行、重点全国性股份制银

行悉数入驻，汇丰、东亚、渣打等外资银行纷

至沓来，建设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的郑

州脚步铿锵；把握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带来的“黄金机遇”，我

省完成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基金、融

资租赁等“多兵种”的全面集结，股份制银行

和政策性银行全面落地，积极主动融入全国

经济金融格局，“金融豫军”声誉鹊起。凭借

“引金入豫”和自我发展，去年我省金融业增

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 7.9%，金融产业集聚

的中部高地日益隆起，努力实现金融与实体

经济共生共荣。

与时俱进，才能把握主动权。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应该同经济增

长方式相适应。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现代金融大潮席卷全国区域金融中

心，河南要勇当“弄潮儿”。要把巨大的金融资

源存量和投资、融资、理财需求转化为发展动

力，破解全省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增

长动能转换。8

让工业遗存变身文化新景观

“得理”何妨也“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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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集聚的中部高地日
益隆起，努力实现金融与实体
经济共生共荣。

勇当现代金融的“弄潮儿”

新世说

众议

画中话 铲除串通投标滋生的土壤

□伊一芳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在街上闲逛时，一

个年轻人不问青红皂白，突然上前将朋友打

成重伤。在派出所，民警审问其为何无故伤

人？他的回答令在场所有人惊诧不已——

“谁叫他瞪我一眼。”

这是一起典型的“无理赖三分”案例，虽

属个案，但在生活节奏快、社会流动性大的当

下，动辄发火、心存暴戾之气的人并非少数。

否则“快递哥剐蹭轿车被车主扇耳光、保安劝

离遛狗男子被打成骨折、好心人行善反遭众

人讥笑”等新闻就不会发生，挑战人们的道德

底线。

“无理赖三分”当然可气可恨，因为这样

做不仅背离人与人交往最起码的教养与礼

节，若任事态恶意发展，很可能违规违法，酿

成恶果。那么，“得理不饶人”就可以吗？愚

以为，这样做也是不可取的。古人讲，“相逢

一笑泯恩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小摩擦往

往会诱发大矛盾大冲突，“小不忍则乱大谋”

“退一步海阔天空”才是人生处事的大智慧。

上世纪 40 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苏青主办《天地》杂志，她曾向张爱玲约稿，

张爱玲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到了交稿

的最后时间，张爱玲却没有把稿寄来。当苏

青打电话询问时，张爱玲竟说忘记了，并冷

冷地挂断了电话。苏青放下电话，赶紧找人

补缺，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没有开天窗。后

来苏青非但没有恼怒张爱玲，还不断向她约

稿。而之后张爱玲也没再爽约过，两人还成

了交往甚密的闺蜜，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

佳话。

就这件事而言，张爱玲的爽约以及她轻

慢的态度，是名副其实“失理”的一方。但面

对此种情况，苏青非但没有得理不饶人，反而

站在张爱玲的角度为其着想。事实上，“得

理”又“饶人”比“得理不饶人”更能够说服和

改变他人，理解他人的立场和不容易，是一种

修养，更是一种广阔的胸怀。

《寒山拾得问对录》是“得理饶人”的绝

佳诠释。寒山大师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

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

何处置乎？”拾得回答：“只是忍他、让他、由

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诚然，芸芸众生大都达不到高僧

大德的般若智慧，但我们应当追求一种宽大

的胸襟，一种与人为善的情怀，一种不拘小

节的潇洒。如果人人都能多一些仁爱宽容，

得饶人处且饶人，少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寸步

不让，不是更有利于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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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出手打击串通投标

犯罪，成效明显。有的地市半年间便侦破案件 100余

起，项目标的金额超过 66亿元。（见9月12日新华网）
串通投标又称“围标”，即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

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排挤对手从而使自己中标的

行为。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

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金钱利益至上，滋生了

一批职业串标人，他们堪比这个领域的“职业杀手”，

制造了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正如业内俗语

所言“围标累死自己、饿死同行、坑死百姓”。特别是

建设工程行业蓬勃发展，而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滞

后、不成熟不完善，标后管理失序，调查取证难度较

大，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

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招投标行为竞争性、公平

性和经济性的属性，良好的初衷和愿景不能被恶意

逐利者扭曲、绑架，招投标程序不能沦为无视公平公

正的“走过场”。招投标活动中，应规范招投标条件

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创新招标方式体

现择优原则，加大招标文件审查力度，加强代理机构

监管，推动评标结果信息公开，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

率，让公平竞争成为招投标应有的底色。同时，要完

善法律、提高违法成本，引入信用评价机制并加大参

考权重，倒逼围标失去生存空间。8 （潘铎印）

“你家是自购房还是租赁房？户型是什么样？房价是多少？”近日，一连串跟“房”有关
的问题出现在深圳某幼儿园下发的调查表中，经由社交媒体发布后，引发“幼儿园版房产
实名登记”等质疑。8 图/王成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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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顶呱刮新票“锦
绣”，将陆续在我省各地上市销售。“锦绣”是一款文
化类主题票，单票面值 20元，头奖 100万元。该票
设计大气时尚、高贵典雅，使用金属墨印刷的票面，
洋溢着浓厚的富贵气息。恰逢国庆前夕上市，文化
主题搭配“锦绣”名称，饱含美好的祝福。

游戏规则：
游戏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

得该金额。
游戏二：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

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翻倍号码之一相同，即
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2018年 9月 15日—10月 7日，河南体彩将开展
“迎锦绣中华，送双节好礼”主题营销活动。

活动期间，购彩者在我省任一体彩销售网点购
买“锦绣”主题即开票（20元面值），若单张彩票刮中
相关预埋符号，并经体彩销售网点兑奖设备（IVT或
BCR）扫描确认（促销兑奖）后，即可获赠精美礼品
一份。礼品为手机或电动剃须刀，数量有限，先刮先
得，送完为止。礼品领取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详
见活动海报，或咨询全省各体彩销售网点。

您所购买的每一
张即开型体育彩票金
额中的 20%都将用于
社会公益事业。快乐
购彩，理性投注，未成
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
兑奖！ （彩文）

9月7日，河南校园足球大咖齐聚黄河科技学院，
在省校足办主任郭蔚蔚的主持下，竞赛部、培训部、宣
传部、外联部等部门分别对上一阶段的“省长杯”、夏令
营、满天星训练营、校园足球改革实验区以及山娃足球
公益项目等工作给予汇报，并对新学期工作统筹部署。

会议现场，河南省校足办的专家们根据教育部、
省教育厅颁发的各项文件进行全面讨论并拟订实施
方案。根据工作需要，郭蔚蔚主任提议成立河南省
校足办教研部，完善工作职能，促使校足办各项职能
更全面和系统化，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并表示要通力
合作，助推河南校园足球健康持续发展。

随后，会议围绕足球特色幼儿园遴选、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现场会等话题展开讨论。特别是针对足球特
色幼儿园遴选时的层级、比
例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专
家们各抒己见。河南省教育
厅体卫艺处副处长高翔也特
别作出重要指示：推广普及
幼儿足球，务必坚持兴趣培
养、立德树人为导向，勤调
研、多搜集、细研讨，尽快探
索出一套属于河南幼儿足球
活动的成熟模式。（校足办）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清晨，当城市还未苏醒，在周口沙颍河畔的
全民健身长廊上，热爱运动的当地市民，就将沿
河两岸点缀得“动感十足”。

作为淮河最大的支流，横穿周口的沙颍河在
当地的政治经济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借
助综合治理的契机，周口市委、市政府投入巨资，
在城市河段打造了 11.5 公里长的全民健身长
廊。根据规划，整个全民健身长廊设有5类健身
区，即休闲运动健身区、健身路径景观区、球类运
动项目区、老年运动健身区和水上运动项目区。

自建成之日起，沙颍河全民健身长廊就成为
周口打造“15分钟健身圈”的重要支点，这条横穿
市区的河流也成为沿河两岸群众健身的首选之
地。家住川汇区的张为民，每天早晨都要沿着健
身步道走上一遍。自从爱上运动之后，这位70多
岁的张老汉不仅心情开朗了许多，各种老年病也
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只是周口大型户外健身中心较为典型的
代表之一。据介绍，周口市政府连续3年将全民
健身设施建设纳入中心城区十件民生实事，先后
建成了周口公园健身园、人民公园健身园、和谐公
园健身园、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广场健身园、沙颍
河中心城区段全民健身长廊等十多处大型户外
健身中心。这些全民健身设施的建成和完善，使
周口市中心城区基本形成了“15分钟健身圈”。

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周口就积极争取省
全民健身体育设施项目269个；为140个省市第
一书记帮扶贫困村分配了一副篮球架、两张乒乓
球台及十件健身器材；落实了周口市民生实事之
一的“两园一场”建设任务。同时在中心城区充
分利用社区、公园、公共绿地、休闲广场等场所新
增了体育健身设施，完善了健身功能，为广大市
民提供了更多的锻炼场所。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河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乒乓球社会组青壮年组男、女单
打比赛，9月13日在西华赛区全部结束，决
出男子单打一等奖14名，女子单打一等奖
11名。郑州队成为大赢家，包揽了男、女冠
军。郑州队的石丹、孟玲玲、周口队的冀莉
分获女子组第一、二、三名；郑州队的刘毅、
周口队的胡慢慢、郑州队的梁科文分获男子
组第一、二、三名。

“12年前我就参加过省运会，当时的身
份是运动员。12年后，我再次参加省运会，

是教练员兼运动员。”刚刚结束比赛的刘毅
在场边告诉记者。刘毅现如今是郑州乒乓
球队的一名教练，许久不上赛场的他表示，
重新站在乒乓球的赛场上、站在省运会的赛
场上，非常兴奋。“以后有这样的比赛，我们
还要积极参加！”

说到大赢家郑州队，刘毅很开心：“青
壮年组男子、女子单打我们各派了 4名队
员参赛，基本都是一等奖，男子拿到了第一
名、第三名、第五名和第九名，女子前四名
我们占了三个。”

省运会作为省内最高规格的体育赛事，
吸引了非常多的省内高手。刘毅也表示，

“我们这组比赛属于成年组，25岁以上的高
手都来了，很多都是以前省队的主力或者是
进国家队的老运动员，整体水平非常高。”

乒乓球社会组的比赛，随后还将进行
青壮组男女团体比赛、长青组男女单打比
赛、长青组男女团体比赛。据赛会裁判长
张相斐介绍，“省辖市、直管县（市）组有28
个单位，27个都报名了，参与程度还是很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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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省运会乒乓球社会组青壮年组男、女单打

郑州队成“大赢家”

体彩顶呱刮新票“锦绣”上市

省校足办力推新学期工作

沙颍河全民健身长廊

周口人的“动感地带”

郑州乒乓球队选手刘毅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亲水健身长廊成了周口人的好去处。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