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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支部建在楼院、组织覆盖楼栋、党员联

系居民”，基层治理每一个角落都有党组织身

影，通过居民推荐、能人大排查、差额选举程

序，各楼院选出居民身边有公心、有威信、有

能力、有热情的居民与党员干部共同组成党

群议事会，发动群众参与楼院治理。焦作山

阳区定和街道把处于发展转型期的老旧失管

楼院管理起来，解决了老旧社区治理难题。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发展经济还

是维护社会治安，无论是民生改善还是文化

建设，都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都必须加强

党的基层建设。

漯河舞阳县通过土地整理、资产盘活、产

业带动、飞地经济等方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来自

党的建设形成的组织架构；发端于南阳市的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带动基层

的组织振兴，其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基

层自治；郑州市高新区沟赵办事处构建“党委

领导、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群众自治、上下联

运”的一体化工作体系，坚持党建为根是其最

基本经验；洛阳市孟津县常袋镇马岭村这个

贫困村走在脱贫奔小康的大道上，成为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得力于党支部对党员干部

的严格要求与管理，让党支部更好地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我省各地把“三起来”作为县

域治理的方向，把“三结合”作为乡镇工作的

遵循，树立起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

向，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基层治理在细处做得实、

在大处行得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进，给人

民群众带来了更大的福祉。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就要提升组织力、

突出政治功能。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

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

一原则不动摇，持续加强政治建设，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党的创新理论全面武装党组织，不断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就要做到党建全覆

盖，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

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要研究解决新情况、新矛盾、新问

题，不断改革创新，提高党建水平，做到一个

一个领域研究突破，一个一个方面巩固提升，

实现党的领导、党的工作、党的组织作用在社

会各领域的有效覆盖。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就要与时俱进，探

索加强新兴业态下加强党建工作。高度重视

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把信息网络

技术融入党建业务，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

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做到线下与线上、“面

对面”与“键对键”相结合，使基层党建从现实

世界扩展到网络空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扎实推进第二批

主题教育过程中,将党建的神经末梢注入社

会发展的每个神经单元，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有

力保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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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发
展经济还是维护社会治安，无
论是民生改善还是文化建设，
都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都
必须加强党的基层建设。

新世说

今日快评 众议

党建强起来 治理活起来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系列谈之三

10月 10日，无锡市 312国道锡港路上跨桥发生桥

面侧翻事故。事故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据

事故救援指挥部发布的信息，经初步分析，此次侧翻事

故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见10月14日《法制日报》）
据相关部门统计，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有

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运输引起的。有人认为，治

理货车超载，存在多头执法、条块分割，容易出现重复

执法、利益冲突和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

治理超载，犹如“九龙治水”，难形成合力，但如果

相关部门都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执法，还是能

够取得良好成效的。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2条

规定：“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 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 30%或者违反规定

载客的，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有前两款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

状态消除。”由此看出，虽然处罚金额相比超载带来的

经济利益而言显得非常轻微，不足以形成强大震慑，

但相关部门完全可以依法将超载车辆扣留直至违法

状态消除，方可准予上路运行。同样，如果相关部门

在本责任区段内能够发现问题并依法解决问题，哪

来因超载酿成的事故？

货车超载并非客观因素所致，其危害又非常严重。

因此，治理超载不能“踢皮球”，而要主动作为、善于作为，

把依法属于本部门的职责履行到位。唯有如此，才能形

成治超合力，铲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3 （申国华）

□冯军福

最近，一种放在盒子里的小玩偶正受到不少

年轻人的追捧。和普通商品不同，这类商品在打

开包装之前，消费者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哪一款

样式，故而被称为“盲盒”。

“盲盒”有多火爆？天猫近期发布的数据显

示，去年在“盲盒”上花费超过 2万元的“硬核玩

家”有将近20万，其中95后占了大多数。萌系的

设计，独一无二的造型，让人一再解囊。有玩家不

免感叹：“一入盲盒深似海，从此钱包是路人。”

每一种新兴消费业态，背后必然迎合了某

种社会心理。相比玩偶本身，吸引玩家的反而

是打开盒子一刹那的情感体验。就像摸起一张

麻将牌或扑克牌，由于不确定而内心充满无限

期待。从 80 后小时候收集“小浣熊”干脆面里

的卡片，到如今风靡全球的盲盒营销，商家正是

利用这种猎奇心态和“赌博心理”来撩拨玩家心

弦：隐藏款惊喜营销，限定款饥饿营销，通过“碰

运气”式的购买让消费者着迷上瘾。

除了隐藏玩法外，“盲盒”走红的另外两大

关键因素，是其收藏价值和社交属性。年轻一

代在选购产品时，更追求超出产品本身的情感

体验，也更看重产品背后的文化标签。许多盲

盒爱好者为了集齐全套潮玩，线下抽娃，线上淘

宝，乐此不疲。看着满满一屋子“战利品”，个人

的满足感、成就感也就油然而生。同时，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繁荣，也催生了“盲

盒”圈层文化，不少盲盒爱好者自发组建微信、

QQ 等社群，交流心得。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超强 IP打造、饥饿营销、线上线下有效结合等多

重“助攻”，“盲盒经济”的火爆也是意料之中。

创新+匠心，文创才能焕发新姿。如今，

“盲盒风”已经强劲地刮进了各行各业。瑞幸

咖啡、旺仔牛奶等不少品牌开始和潮玩 IP 联

名，纷纷推出盲盒系列，以此来吸引消费者。

“盲盒”蛋糕虽诱人，但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吃

上一口。只有好的 IP 才能赢得消费者，如果只

是借着文创的壳博眼球、引流量，缺乏文化内

核，消费者终究不会买账。 9

“盲盒”是如何火起来的

治理货车超载要形成合力

10 月 12 日，演员叶璇发微博称，“深夜的列车

上，老伯一直在大声播放视频，几次劝阻后仍然不

听。”因此发布视频让大家评评理。这条视频受到网

络关注，网友普遍对叶璇劝阻乘客的不文明行为表

示支持。叶璇劝阻被骂一事引热议。高铁外放视频

者张先生承认自己不对，但没想到叶璇拍下视频，还

发到了网上。（见10月 13日《新京报》）
所谓“外放族”，即在公共场所大开电子设备喇

叭，将声音外放，丝毫不顾及旁人的感受，对他人造

成严重影响的人。人们对此行为非常反感。铁路运

输有关部门目前尚无针对“外放族”的强制性规定，

乘务人员只能从道德层面上劝阻乘客不要大声喧

哗、外放手机音乐等。

当前，“外放族”引发的纠纷呈现多发态势，而道

德、文明又起不到劝止作用，相关法规应当与时俱

进，逐步完善，不能让公共交通空间成为部分人随心

所欲的场所。今年 5 月，北京率先出台规定，在地铁

车厢进食、大声外放视频或音乐等五类不文明行为，

将被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铁路部门不妨予以借

鉴，出台明确规定强力约束列车上的肆意“外放族”，

逐步培养乘客文明乘车的良好习惯，给不文明行为

戴上“紧箍”，对“外放族”等不文明行为坚决说不，维

护安宁、和谐的乘车秩序。 9 （斯涵涵）

给“外放族”套上“紧箍”

全国廉政漫画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供稿：郑州高新区党工委 河南省漫画家协会

“收礼”漫画／夏明

10月 14日，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启
动前夕，豫坡生态智慧酒庄经济发展论坛
在豫坡老基文化生态园举行。酒旗星总裁
孟跃，亮剑咨询公司董事长牛恩坤，驻马店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白云鹤，河南
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等出席了论坛活
动。

据悉，近年来一种白酒版的酒庄经济
模式在国内悄然兴起，并且正在向“智慧酒
庄”与“酒庄新零售”模式转变，成为中小地
产白酒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智慧
酒庄，就是通过文化创意设计，把酒厂改造
成酒庄，并导入用户体验导向和数据化运
营模式，以酒庄为中心，在方圆100公里半
径范围内，构建一个社区，打造一个集旅
游、参观、体验、社交、销售和服务于一体
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将传统的生产加
工厂转变成一个智能型、社交型的体验
消费中心。

论坛开幕后，孟跃根据酒旗星参与
国内酒庄零售实务的经验，与在座的嘉宾

进行了分享，并为豫坡集团建设白酒酒庄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亮剑咨询公司董事长
牛恩坤则以“打赢地产酒的升级之战：酒庄
模式”为题和大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白云鹤则就酒
庄与旅游如何结合，打造“白酒+旅游”这一
话题进行了阐述。可以说，专家们的无私
分享，为豫坡集团打造智慧酒庄提供了清
晰的思路和路径，让企业受益匪浅。

短短两天时间，两大主题活动相继成
功推出并圆满落幕，让豫坡集团获益匪
浅。正如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在首届

“中原种酒文化节”启动仪式上所说的那
样：在豫酒振兴的发展中，豫坡的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练好内功、做优品质、做好服务、
做强品牌、做大营销已成为豫坡的核心目
标，豫坡生态智慧酒庄是一个新的发展平
台，种酒是一种文化消费发展新方向，也是
豫坡酒庄发展的一个产品，今天的启动仪
式是一个创新的开始，豫坡人有信心有决
心把豫坡打造成为百年老店，为豫酒振兴、
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豫坡酱意浓香，“种”在土里的纯粮好酒
——豫坡集团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暨生态智慧酒庄经济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房前种酒交朋结友，房

后种酒世代富有；家有老酒幸

福永久，年年种酒越种越有！”

10 月 15 日，豫坡集团首

届“中原种酒文化节”暨生态智

慧酒庄经济发展论坛在西平县

3A级国家旅游园区——豫坡

老基文化生态园成功举行，来

自省文化和旅游规划设计院、

驻马店市工商联、驻马店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驻马店市老

促会、西平县各相关政府部门

的负责人及省内各商协会、豫

坡集团省内外经销商、消费者

代表6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本报记者 朱西岭

10月 15日上午，节日里的豫坡老基
文化生态园，彩旗飘扬，美酒飘香。首届

“中原种酒文化节”暨生态智慧酒庄经济
发展论坛在园区广场上举行，现场嘉宾
云集，群贤毕至。

上午 9时，记者在现场看到，省政府
参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郑泰森，省文化和
旅游规划设计院常务副院长张祥宇，驻
马店市老促会会长刘军甫，酒旗星总裁
孟跃，郑州大学副教授、《市场与营销》杂
志社副总编刘春雄，亮剑咨询公司董事
长牛恩坤，驻马店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张新友，驻马店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何新阁，河南省
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西平县县长李全
喜等受邀嘉宾均先后抵达豫坡老基文化
生态园。

9时 30 分，嘉宾礼祭及种酒仪式在
位于豫坡老基文化生态园内的藏酒洞门
前举行。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与现场
嘉宾一起，手擎酒杯祈福祖国繁荣昌盛，
祈福企业健康发展。紧接着，嘉宾们步
入种酒区，手持铁锹于深秋吉时种下了
一坛象征着和谐幸福的美酒。

种酒，顾名思义就像种庄稼一样把
酒种到地上，是一种古老的藏酒方法，也
是酒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近期成为国内
白酒界的一种新玩法。专家透露，将生
态原酿用陶坛封存，存埋在土里，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吸天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
华，历经岁月浸润，可以让原酒日渐老
熟、醇美丰盈，成就芳华并表达情感寄
托。于是也就有了“种在土里的酒”。

从 2010年起，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
动，种酒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所谓“房前种酒交朋结友，房后种
酒世代富有；家有老酒幸福永久，年年种
酒越种越有！”这种储酒方式同样非常适
合豫坡老基酒，尤其是公司全力打造的
中高端白酒产品——豫坡酱意浓香型白
酒的储藏，于是公司便策划推出了首届

“中原种酒文化节”。

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

■ 中原种酒
开创生态储酒方式

9时 50分，与会嘉宾移步至文化节庆典现
场，静待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的开幕。上午
10时，随着一段欢快舞蹈的上演，“中原种酒
文化节”正式开幕。民俗舞蹈、歌曲联唱、豫酒
选唱……其间还穿插有现场抽奖，与会的数百
名酒商和消费者代表，凭现场交纳的款项领取
张数不等的抽奖券进行参与，最终抽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6名，中奖者手捧大
奖开心地走下舞台。

致辞中，西平县委统战部部长乔景周首先
介绍了西平县县情，并对各位嘉宾莅临豫坡集
团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暨生态智慧酒庄经
济发展论坛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祝福。

张新友说，豫坡集团是驻马店市白酒行
业重点骨干企业，引领着全市白酒业发展的
方向，豫坡老基酒已成为天中对外交流的一
张名片。随着豫坡集团首届“中原种酒文化
节”暨生态智慧酒庄经济发展论坛的开幕，表
明了豫坡集团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创新和
突破。

熊玉亮则表示，豫坡集团以其悠久的建厂
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过硬的产品质量，在豫
南白酒市场独树一帜。特别是 2017年以来，

在董事长张建
设的带领下，集
团上下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先后
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名酒”

“河南文化名酒”。如今，随
着酿酒原粮基地的建设、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
3A级景区的获批，白酒+文化+旅游的发展思
路日渐清晰，三产融合的发展战略走在了全省
前列。

何新阁表示，2017年通过了 3A级旅游景
区验收，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的启动，进一
步丰富了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的文化内涵，使
白酒与文化、旅游的联系更加紧密。希望豫坡
集团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深对酒庄经济模式
的研究和运营，突出特色、彰显个性、形成亮
点，为驻马店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嘉宾致辞完毕，郑泰森、张祥宇、孟跃、张
新友、何新阁、熊玉亮、李全喜、张建设等再次
上台，共同启动了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仪
式，精心策划了数月的豫坡种酒活动此时也达
到了高潮……

■ 专家论道
打造首家智慧酒庄

■ 嘉宾寄语 肯定豫坡创新发展

▲豫坡集团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正式启动
▶与会嘉宾参与种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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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坡生态酒庄经济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