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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网络借贷广告火爆。新华社调查发现，一些网贷广告中所涉及的机构，有的违
规提供高于法定最高利率的贷款，有的提供明令禁止的“校园贷”。9 图/朱慧卿

今日快评

锐评

众议

画中话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继新个税法全面实施，纳税人迎来 6 项

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礼包之后，小微企业也

迎来大幅度的政策红利。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 3 年内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度减征“六税两费”。此次减

税红利将惠及全省 98%以上的小微企业，加

上已明确的其他减税优惠政策，我省今年将

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约 97.8 亿元。而且，

下一步的减税降费措施也正在路上。（见 1
月30日本报报道）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施更大规

模的减税降费，到 1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再推出一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措施，再到 1 月 17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实施

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赋

予了省级“六税两费”的减免权限，“减税”无

疑成了新年备受瞩目的大礼包。我省本次

出台的减税举措，就是对这一政策导向的及

时贯彻。

从本次减税降费举措来看，“普惠性”是

最大特征。据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减征，我省将有 201.9 万户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再加上今年中央出台

的小微企业其他普惠性减税政策，河南小微

企业受益面达到 98%。减税覆盖面之广、力

度之大、落实之快，足可见为小微企业减负、

纾困的诚意，也必将激发市场活力，提振实

体经济发展。

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力军，小微企业不仅

是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支撑，也是社会创新

的主要力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援引的数据，我国共

有 2000 多万户小微企业法人、6000 多万户

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数量的 90%以上，

贡献全国 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

权、60%以上的 GDP。但是小微企业等小规

模纳税人往往由于低、小、散的特征，在市场

经济浪潮中抵抗力非常弱。随着人力成本、

仓储成本、物流成本、店铺租金等显性成本

的上涨，以及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部

分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如此普惠性的减税

降 费 政 策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无 疑 是“ 雪 中 送

炭”。作为 2019 年减税降费的“先手棋”，小

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对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形成积极的社会预期，促进“六

稳”、平衡协调经济发展都具有巨大的促进

作用。尤其是对我省这样一个经济盘子大、

就业人口多的省份来说，呵护小微企业、激

发市场活力，更是别有一番特殊意义。

本次减税举措中，还有一个地方可圈可

点，那就是扩展了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

适用范围。对于减税降费来说，“普惠性”是

题中之义，但“结构性”更是关键所在。对于

那些市场前景好、产品附加值高、产业科技

水平高的企业，对于那些可能成为“明日之

星”的小微企业，更应该“见苗浇水”，加大扶

持力度，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经济大势

相结合，增强税收政策的引导性和调控性，

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9

□邓海建

最近，一张“陈家军迎新会”的照片在

高校朋友圈刷屏。照片里挤了近百人，从

小伢儿到六十几岁的大人，大家簇拥着清

瘦儒雅的学者陈畴镛教授，和他身边优雅

慈祥的夫人。“陈家军”研究生年会已持续

20 年，他们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陪这位

在数字经济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退休教授

喜迎新年。（见1月30日《钱江晚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数十年如一日，

规模渐大的“陈家军”研究生年会，见证了

一位导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来说，这是

一顿仪式感十足的免费大餐，与导师共叙

天伦、与同学畅叙人生；对于老师来说，这

是一个自掏腰包陪学生成长的宴席，联系

师生情感、传承学养精神。37 年深耕数字

经济、近百学生陪他过年，这完美诠释了中

国高等教育中“导师”二字最初的模样。

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教师之责。但教

育更重的责任，在于立德树人、在于持续

“唤醒”。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

《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00 级的一名研

究生，由于交不起学费有辍学的打算。陈

畴镛和老伴商量，从家里拿出了 8000 元帮

学生交了学费。这对当时年收入仅两三万

元的大学教师来说，不是轻松的决定。但

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如今在上市公司担任

首席信息官的这名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

是让陈畴镛“讲究到每个标点符号”的严谨

治学之风充满了力量与暖色。

在这个“家族年会”上，陈畴镛要求学

生不送礼、且结婚的要带着爱人和孩子。

这个小小的提醒，彰显了为人师者的双重

用意：一是不沾虚名浮利。这是一顿“家

宴”，没有任何功利思维。二是教育学生重

视家庭，不管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始终要

懂得爱人与孩子才是完整生活的重要部

分。导师以身作则的家庭观、利益观，胜过

三尺讲台上的万语千言。

当我们思考一位导师的“家族年会”何

以温暖刷屏时，更冀望在中国教育的版图

上，能多些匠心如斯、爱生如斯的“师之大

者”。9

在广东佛山，有一家“百年解忧年画店”，想脱单、逢

考必过，或者实现“一个亿的小目标”，都可以在这买到

相应的年画。年轻人在年画店许下愿望，买了年画回去

张贴，有不少还真实现了……这家不同寻常的年画店的

经营者刘钟萍，总结了“年画诸神复活”的理念，用年轻

人感兴趣的语言和意境，对年画寓意做了年轻化的演

绎。（见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半幅生绡大年画，一联新句少游诗”。年画是我国

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极具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底

蕴，因为具有装饰家庭环境，同时具有吉祥喜庆之意，深

受人们喜爱。每当新年来临，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在门窗

上张贴年画，以祈福迎新。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寓意吉

祥的年画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没落。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是传统年画表达的语言和意境离现代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太远，尤其是离年轻人的情感诉求太远。

实际上，年轻人不是不需要年画作为精神生活寄

托，而是一成不变的年画难以成为年轻人精神寄托。如

果年画创作尝试进行改变，还是会赢得现代年轻人青睐

的。比如“年画女侠”刘钟萍在新年画中，用“脱单神器”

“行桃花运”来诠释传统年画中的喜神“和合二仙”，用

“逢考必过的考神年画”来诠释传统年画中的“状元及

第”，用“实现一个亿小目标”来诠释传统年画中的财神

爷，用“二胎神器”来诠释传统年画中的送子娘娘……这

就迎合了年轻人口味，自然能提升年轻人的认同感。

对年画寓意进行年轻化演绎，让年轻人可以追逐到新

年画，这样的文化创新是一种与时俱进，值得点赞。1

（何勇海）

1 月 28 日是不少杭州中小学的返校日，杭州第十三

中学初二（14）班的学生们非常紧张，因为放假前要先称

体重，如果节后回来体重涨幅超过 2 公斤就要受每天跑

步的“惩罚”。（见1月29日《钱江晚报》）
现在“小胖子”越来越多，造成孩子肥胖的主要原因

是不良饮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春节期间，正是

容易“长胖”的时期，许多孩子一面享受各种美食，一面

又懒得运动，于是“年后体重超标”不可避免。班主任这

样的“狠心”，是对学生的关爱和负责，充满教育温情，是

最让人温暖的“狠心”。有学生说，她从小就喜欢吃，想

控住嘴太难，所以要强迫自己迈开腿，“这个寒假我每天

都要跑一千米”。显然，“防止节后体重超标”其实就是

布置了体育锻炼这一道“作业”，着眼于孩子的全面成

长，这种做法值得更多的教师借鉴。9 （钱夙伟）

“年轻态”年画值得点赞

“控体重”作业洋溢温情

减税“大礼包”激发经济活力
对于那些可能成为‘明日之星’
的小微企业，更应该‘见苗浇
水’，加大扶持力度。

“陈家军迎新会”何以刷屏

□汪昌莲

临近春节，广东肇庆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数十万外来务工者像候鸟一样骑摩托途

经此地，跨省回到家乡。肇庆是广东到广

西、贵州等地的必经之路。今年，终于有了

首个为摩托车导航的“回家地图”。（见 1月
30日《中国青年报》）

春节临近，归心似箭。手机导航已经成

为 人 们 返 乡 自 驾 出 行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工

具。不过，一般的导航 APP 主要针对汽车，

摩托车相对小众。对于南方返乡人群来说，

摩托车是高频使用的交通工具，因而，这项

导航服务及时且针对性强。多地交警部门

推出“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通过“交

警+科技”，为这支由几十万农民工组成的

“摩托车返乡大军”打造一套回家的专属导

航，令人倍感温暖。

“回家地图”服务已经上线 202 个春运

服务站与 75 个摩托车免费维修点的位置信

息，用户可通过 APP 查找到身边的春运服务

站和摩托车免费维修点。同时，“回家地图”

还增加了全国摩托车导航功能，并支持跨城

导航规划，为骑手提供沿途天气预报和春运

服务站提示等各种个性化安全服务。

“回家地图”固然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工

返乡，但并非一劳永逸。鉴于当前雨雪恶劣

天气增多，道路比较湿滑，这就需要相关部

门一方面疏导农民工安全行车，一方面要做

好道路清障工作，在沿途多设置一些临时服

务点，及时替返乡农民工提供保暖、维修等

贴心服务。今年有关部门将在服务点提供

安全信息精准发布、安全路线精准推荐、高

峰流量引导调度、违法行为群众举报、危险

事件救援求助等五方面的智慧服务，确保

“摩托大军”安全回家，值得点赞。9

“70 后存钱、80 后投资、90 后负债，而 90 后的父母在

替孩子还贷。”这句话道出了以 90 后乃至 00 后为主的年

轻人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典型现象。业内人士建议，

要加大消费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力度，引导年轻人在敢于

消费的同时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见1月29日《经济参
考报》）

多数大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基本上没有收入。部

分学生通过信用卡或“校园贷”去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

购买一些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商品。大学生提前消费，

实际上是过度消费。而银行、网络贷款等信贷机构轻易

地发放信用卡或贷款，很可能使理财观念薄弱的学生陷

入恶性循环，为了还钱饿肚皮，或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做

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大学生“超前消费”有多重风险，值得多方反思。有

关部门应加强对银行及相关信贷机构的监管，规避大学

生的消费风险。高校应对大学生进行财务教育，逐步提

升大学生的劳动技能，以及勤工俭学、服务社会的能

力。家长要在教育投入上量力而行，并做好跟踪管理。

大学生更应端正心理，理性消费，合理消费，崇尚勤俭节

约的生活方式。9 （张西流）

“超前消费”有多重风险

“回家地图”应成“安全示范图”

地址：郑州市郑开大道与人文路交叉口
向南2公里

绿博园电话：0371-69682333

打春牛、玩社火、看演绎，寻传统年味

回河南老家，过传统大年！找年味，赏民俗，看
花灯，逛大会，寻找久违的年味，就到郑州绿博园。
鞭打春牛、社火表演、少林武术、民间杂技等多种精
彩活动带你感受浓浓的文化味道！

“耍社火”表演是与民众生产生活联系最为密切
的岁时风俗，主要表现形式有舞狮、高跷、旱船、竹马、
武术、秧歌、花船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遗风，形
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风貌。活动期间特邀享誉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鹤壁浚县的9支社火团队进行
现场展演，届时“神兽门狮、高跷竹马、金龟舞、战三
国”等精彩内容将为游客重现历史遗存的文化魅力。

赏花灯、游绿博，过幸福年

本次花灯展共展出“金猪报福”“金玉满堂”“祥
狮贺岁”等百余组花灯，流光溢彩，恢宏大气，带你感
受美轮美奂的璀璨灯夜。

看花展、赏百合，迎多彩新年

索邦、蒙特祖玛、金色热情等多个品种的百合
花，将通过艺术造型、花廊、花柱等艺术形态展现给
广大市民，让这个春节不仅有年味，更有“春意”。

捏花馍、烙葫芦、刺洛绣，享文化盛宴

春节期间，中原葫芦展、豫陕面花艺术展、洛绣

刺绣艺术展将展出民间工艺美术优秀作品，为市民
现场展示历史遗存和当代文明的汇合，古老的技艺
与现代文化的交融。

传统绝活，现场体验，亲手触碰文化的
温度

为了让广大市民能够更近距离的亲身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传统魔术、杂技、武术等绝活
的展示与教学，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中来。

台湾美食、老家味道，感动舌尖

过年当然不能只有玩乐，那些留在舌尖的好味
道，才是记忆中深深的年味儿！

各种风味小吃、台湾美食、河南十八地市老家味
道以及全国各地特色美食，为你开启一场难以抗拒
的美食之旅！

民俗嘉年华带你嗨翻天

近 200 项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嘉年华活
动，让广大市民找回童年逛庙会的记忆和快乐。

音乐喷泉炫舞闹新春

郑州绿博园声光电音乐喷泉以绚丽多彩的灯光
助阵，随着音乐起舞，舞姿更加美妙，吸引游客慕名
前来，驻足观赏！

郑州绿博园郑州绿博园：：文化盛典贺新春文化盛典贺新春 喜庆热闹迎客来喜庆热闹迎客来
活动时间：正月初一至十六观民俗 赏花灯 看花展 品美食

春节假期，带上家人到郑州绿博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

力吧！

2月 5日至2月 20日（正月初一至十六），“赞赞新时代·共铸中

国梦”2019中国（郑州）春节优秀传统文化盛典活动在郑州绿博园

华彩绽放。届时，民俗演艺、炫彩花灯、百合花展、花馍展、葫芦艺术

展、刺绣展、各地美食、嘉年华等传统文化活动，让游客品味浓浓的

“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