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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畏难情绪，该决定的事情敢
于拍板，该解决的难题主动攻
坚，该推进的工作自觉去做，就
一定能把开放发展的主动权牢
牢抓在手里。

今日快评

本版投稿邮箱：zysp116@163.com
今豫言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薛世君 评论│05

据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暑假已至，校外培训迎来“旺季”，不少家长给孩子
选择了时间场地相对灵活的线上培训机构。但是这些培训机构的授课内容、收费标
准是否合理合规？培训人员是否具备合法资质和基本教学能力？这些问题一直备受
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注。7 图/王怀申

鼓起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以思想再解放促开放大提升之二

□冯军福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 3 天

票房突破 5亿元，在单日票房、单周票房、排片占

比等方面拿下多个第一，成为一匹“黑马”，引发

了行业内外关于“国漫崛起”等话题的讨论。

《哪吒》叫好又叫座，在于它与众不同。这部

电影虽取材于传统神话，但处处都透露着“另类”：

小哪吒成了一个画着烟熏妆、走路吊儿郎当的熊

孩子，哪吒的父母成了恩爱有加、爱护孩子的模范

家长，龙王的儿子敖丙是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

子……《哪吒》对经典的颠覆让人眼前一亮，同样

也引人思考：改编经典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近年来影视行业有个突出现象，各类翻拍

剧层出不穷，但很多却招致骂声，沦为“烂剧”。

有的崇尚“拿来主义”，把海外题材机械地“嫁

接”到国产剧中，导致“水土不服”，比如国产剧

《丑女无敌》处处都有“复制”美剧《丑女贝蒂》的

痕迹；有的热衷眼球经济，为了创新而创新，一

味搜奇猎艳、胡编乱造，比如令狐冲爱上了东方

不败，杨戬和妲己谈起了恋爱等等。

反观《哪吒》，一张“颜值”并不高的脸，却让

无数影迷捧腹大笑；一段算不上多新鲜的故事

背景，却能改出新意，让人感动。这说明改编经

典本身并没有问题，很多传统优秀作品正是通

过“再创作”而被一代又一代人记忆并传颂，关

键是要守住精神内核、拍出时代新意。哪吒故

事的精神内核是对父权的抗争，电影中这种抗

争精神变成了“我命由我不由天”，能让人产生

情感共鸣。李靖夫妇对爱子的良苦用心，戳中

了现实当中的教育痛点。申公豹、敖丙等角色

的塑造，也打破了正派与反派的二元对立，极具

现实意义、贴近时代语境。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从《大圣归来》到《白

蛇·缘起》，再到《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不仅看

到了国漫在特效技术和画面设计上的长足进

步，更看到了“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制

作理念的提升。漫威宇宙风靡国内，曾让不少

人感叹我们没有自己的世界级 IP，事实证明，打

破成见、活出自我，国漫同样可以“逆天改命”。

笔者期待有一天大圣和哪吒“联合”，让外国人

也为我们的“英雄联盟”疯狂打 call。7

国产动漫如何“逆天改命”

公益诉讼仍需“保驾护航”

常在路上跑的司机大多有过被“高低”井盖猛

颠一下的经历。近日，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开展

道路养护提升行动和井盖改造工作，对道路坑槽、

路钉进行集中整治，并更换全新版静音井盖。（见 7
月29日《济南时报》）

“静音井盖”指的是针对井盖“异响”等非正常

现象，有关方面推出新版井盖，在施工工艺上作了

进一步提升，确保井盖与周边道路严丝合缝、平稳

顺接，目的是为了让行人及车辆通过时更舒适、更

安全、更放心。这样的井盖彰显的是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凸显的则是城市良心。

长期以来，不少城市的“井盖”让人糟心，通信、

供水、电力等部门的“井盖”各自为家、自成体系，安

装的标准和质量参差不齐，“异响”井盖既影响城市

形象，也危及市民出行安全。“静音井盖”的出现，一

定程度上消除了市民出行的风险隐患，在美化城市

道路交通环境的同时，更让人感受到城市对市民生

活的关心，这既体现出“下绣花功夫”建设城市的决

心，更体现出以民为本、务实担当的服务精神。在

为济南安装“静音井盖”的做法点赞的同时，笔者希

望其他城市也出现更多“静音井盖”，让城市精细化

管理惠及每一位市民。7 （桑胜高）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近日，漯河港继周口港之后开港，漯河港

航道通过沙颍河进入淮河，再通过京杭大运

河到长江、到大海，东可到连云港，北可到山

东济宁，其服务范围可覆盖豫、皖、苏、鲁、沪、

浙、鄂、赣等地区。打通、拓宽出海通道，改善

需要长途转运才能连接海上丝路的困境，对

地处内陆的河南来说一直是个难题，而沙颍

河航运工程的推进、漯河港的开港，则是河南

破解这一难题的有力举措，这不仅是基础设

施的改善，更是开放格局的提升。

开放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

大。开放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往往也是克服

困难的过程。当前，我们进入高水平开放时

代，面对着不同以往的形势。从外部说，我们

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障碍；从内

部说，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产业

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还需要更大提升；

开放也不只是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以改革

释放体制活力，支撑更高水平、更大规模走出

去的开放格局……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不

能望而却步，更不能无所作为。不久前，全省

对外开放大会明确提出，要大力破除畏难情

绪，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开创一片新天地。

俗话说：“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矛盾

无时无处不在，解决矛盾才能实现螺旋式上

升。只要迎难而上，找到办法，踏平坎坷，再上

台阶，发展就会提升一步。看我省外贸今年上

半年的成绩，在复杂环境中仍保持了 3.3%的

增长。这成绩来自雄厚的基础积累，来自开放

的胸襟，同样来自克服畏难情绪的精神力量。

打铁需要自身硬，上半年，我省有进出口

实绩的企业达 7034 家，同比增加 12.9%。企

业能走出去，最根本的是自身强起来。无论

是中国一拖的农机，还是我省农业龙头企业

建设的“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生产的蔬菜，

能在“一带一路”上扎根，最根本的还是靠企

业自身的实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催生了一批砸不

扁、捶不烂的外贸企业和产业，从而稳固了扩

大开放的基础。

另一方面，当前贸易摩擦挥之不去，传统

外贸受挫，我们一方面呼吁相向而行，一方面

也要打开新的开放通道。今年上半年，虽然

我省对美国、欧盟的进出口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但对东盟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8.6%。更为

重要的是，上半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额为 493.1 亿元，超过对美进出口

额。“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

种外贸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将鸡蛋放到多个

篮子里”，意味着开放方向的多元化。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面临的困难，可能比

之前更多、更大，因为一个点接触的未知面

是小的，一个圆接触的未知面会更大。随着

高水平开放的“圆”越来越大，如何提升产业

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如何在全球经济

的合作与竞争中脱颖而出，都是我们面临的

课题和难题。“山不隔路，路必通山”。只要

我们破除畏难情绪，激发谋发展的韧劲、干

事业的拼劲，该决定的事情敢于拍板，该解

决 的 难 题 主 动 攻 坚 ，该 推 进 的 工 作 自 觉 去

做，就一定能把开放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抓在

手里。7

近日，中消协诉雷沃重工等四被告违法生产销

售正三轮摩托车公益诉讼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民

事调解协议。这是中消协提起的首个公益诉讼案

件，开创了我国消费公益诉讼“确认之诉”的先河，

消费者可据此维权，有望获得惩罚性赔偿。（见7月
29日《法制日报》）

霸王条款、预付卡“陷阱”……屡屡发生的侵害

消费者权益事件，使得消费者对公益诉讼寄予厚望。

为了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新《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就损害广大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是中消协以及省级消协组织的法

定职责。然而，这一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时间和经济

成本的“抱团维权”模式，走得并不顺畅。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消费公益诉讼是新生事物，消协组织

对此缺乏经验，也缺少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支撑，

影响了公益诉讼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的诉

讼规则、配套制度尚待明确，特别是受案范围、程序规

则、举证责任、费用承担、赔偿标准等问题，导致消协

组织在提起公益诉讼时面临法律障碍。

由此可见，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消协组织的公益

性，赋予其新的职责，并规定各级政府予以必要的

经费支持等，同时尽快出台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司

法解释，明确诉讼范围、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等内容，

支持消协组织依法开展消费公益诉讼。通过推进公

益诉讼的发展，对违法商家起到明显的震慑作用，让

“霸王条款”侵权不敢为、不能为。1 （吴学安）

众议

画中话新世说

“静音井盖”凸显城市良心

走进力坤科技 7200㎡的厂房，透过无尘净化车
间走廊的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一
台台全新的生产设备前忙碌着，生产出一块块代表
着国内先进水平的触摸屏和液晶显示屏。

今年4月在新郑产业新城新旧动能转换港投产
的力坤科技，是深圳盈佳科技在新郑市注册的全资
公司，后者生产的触摸屏广泛应用于亚马逊kindle、
步步高平板、E人E本等电子平板设备，还有智能手
机、车载导航仪、行车记录仪等电子产品。

未来，力坤科技将呈现巨大的虹吸效应——除
了部分研发和销售团队，深圳盈佳科技将陆续搬迁
至新郑，除了扩容触摸屏、LCM 液晶显示模组以及
FPC柔性电路板生产基地外，还计划新建智能锁、手
机等智能家居设备生产线，目前已经处于研发阶段。

作为新郑市新旧动能转换第一个投产的项目，
力坤科技的落地生根，对于推动新郑市产业方向调
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源集约利用等，具有重要
的示范意义。仅一年多时间，新郑产业新城先后引
入耀德科技、力坤科技、智斯强电子科技及联谷工业
机器人、智联械自动化、定川智能焊接机器人等重大
项目，千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及百亿级的智
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新郑产业新城启动至今，已助推新郑全国县城经
济百强排名从60位（2017年）提升至40位（2019年），
助推郑州都市圈朝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阔步
前行。

新郑产业新城只是一个缩影，三年来，华夏幸福
伴随河南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在武陟、长葛、新
郑、获嘉、新密、祥符6大环郑县（区）域，布局启动六
座产业新城。通过产业集群导入、生态底板打造、城
市功能完善等多措并举，已成长为河南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

“屏”发力“芯”突破 助力中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华夏幸福建设运营新郑产业新城两周年纪实

2017年 6月，新郑市政府与华
夏幸福签署合作协议，致力于以

“中原产业中枢·国际效率城市”为
发展定位，共同建设运营新郑产业
新城。

在把握时代大局、顺应发展大
势的前提下，突出亮点营造“赢
点”，这一理念贯穿华夏幸福建设
运营产业新城的始终。新郑产业
新城即是这一理念的鲜明体现。

位于空港经济圈腹地的新郑
产业新城，距离郑州航空港区仅15
分钟车程，交通优势突出，产业承
接优势同样突出。

在世界经济环境加速变化，新
一轮科技变革持续发酵的形势下，
电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全球经济
发展模式新的重要方向。我国作
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消费市场
和制造基地，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我
们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

“十一五”末以来，河南抢抓
产业转移机遇，走出了一条以智

能终端为突破口的电子信息产业
转型发展路子，引进一批智能终
端龙头项目，使电子信息产业规
模迅速扩大、层次不断提升、结构
持续优化，成为打造全球重要的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的坚实支撑和
引领动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郑产业
新 城 联 手 BCG（波 士 顿 咨 询 公
司），依托区位优势、研判产业基
础、展望未来趋势，确立了“中原产
业中枢”的发展思路。新郑产业新
城，分为孟庄绿色宜居生活区、郭
店城市核心区、薛店产业集聚区三
个组团，着力培育打造千亿级的电
子信息和百亿级的智能装备制造
两大产业集群，努力建设成为中原
经济区实体经济的先进生产力促
进中心、总部经济中心和对外交流
中心，未来将与郑州航空港区、郑
州经开区、郑州高新区共同形成四
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成为一座
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产业
新城。

结合新郑市工业用地紧缺现
状，新郑市政府与华夏幸福结合实
际、主动作为，创造性地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实践，快速盘活未充分利用
的厂房，综合改造再利用，吸引一批
高产出、高附加值、高税收的高科技
企业纷纷落地，解决了产业发展难
题，加快了新动能培育。

乘中原城市群建设之东风，新
郑市政府与华夏幸福通力合作，在
规划设计服务、土地整理服务、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
服务、城市运营维护等方面，共同决
策、共同推进。双方紧密协作，优势
互补，创造出“1+1>2”的效果。新

郑产业新城项目启动后的半年内，
即迅速完成了前期规划、首个产业
项目签约、城市建设开工等一系列
动作，创造了“新郑效率”。

新郑产业新城以“一轴一廊三
组团”的城市格局推动高标准的城
市规划建设工作，截至目前，民生电
商供应链金融电商产业园项目开
工，新郑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项目
力坤科技投产；耀德科技、力坤科
技、智斯强电子科技、亚利韦科技等
电子信息产业龙头项目成功签约，
产业集群快速集聚。产业新城服务
中心即将开放，新郑智能终端产业
港综合办公楼已启用，产业承载力

进一步提升。代建工程新郑市城市
展览馆已完工并开馆运营，中华路
景观提升工程已完工，城市核心区
路网工程基本完工，中央公园一期、
潮河河道疏浚及景观工程、创业大
厦等城市配套建设全面加速，城市
核心区、产业集聚区形象绽放，初具
规模，实现了兼顾“速度领先”与“质
量效益”的良好开局。

2018年，新郑产业新城正式进
入财政部第四批PPP合作示范项目
库，这不仅标志着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模式在河南地区内的成功实践，
也为更多中原城镇的综合开发树立
了典范。

□本报记者 王军伟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为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换道超

车”的契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河南加快建设全球重

要的智能终端研发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进发。

郑州CBD正南20公里处的新郑产业新城，在过去的

两年里，在郑州市及新郑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抢抓时代

赋予的发展机遇，“屏”先发力，主要引入新型显示行业项

目，聚焦产业链中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目前引入了一批细

分领域的龙头项目，站上了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发展的“风

口”；未来还将以“芯”扩大影响，力争弥补芯片领域空缺。

两年来，新郑产业新城围绕电子信息产业构筑竞争新

优势的发展思路，显现出越来越充沛的生机活力，为郑州

都市圈建设、推动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再添一支生力军。

融入大局，找准定位彰显特色

政企合作，量质并进全力发展

乘势而上，
高新产业赋能县域

新郑产业新城城市核心区一角实景

新郑产业新城城市核心区效果图 民生电商供应链金融电商产业园项目效果图

新郑智能终端产业港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