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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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冯军福 李悦 黄晖 评论·体育│10

结合本届进博会上我省在技
术装备方面的‘胃口’和平时
的产业表现来看，对于‘先进
制造业强省’目标的实现，我
们有基础、有底气，也有决
心、有信心。

锐评

今日快评

河南“购物车”透露了什么信息

滴滴着急上线顺风车为哪般

冲动转发要不得

修剪树木也要立规矩

众议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11 月 6 日，第二届进博会河南交易团采购

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上，我省企业与来自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达成了 106 个贸

易合作合同，合同金额 379.9 亿元。河南交易

团此次“全球捕货”，将对我省推动产业转型、

消费升级和外贸均衡发展，更好融入全球市

场、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见本报11月7日相关报道）
如果说从一个人逛街所买的东西中，大致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品位，那

么，从一个省在进博会“赶集”采购的商品中，

则可窥见一个省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活力。我

省参加进博会的“购物车”和成绩单，至少透露

了以下信息：

首先是展现了中原大地的旺盛需求和蓬

勃活力。首届进博会，我省近 3000 家企业和

机构参加，参会人数和企业数排名全国第六，

展期成交额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中部地区第

一。本届进博会，河南参会单位达 7659 家，其

中企业和机构 6145 家，报名参会企业（机构）

比上届增长 194.5%，注册报名人员比上届增长

107%，呈现出合作领域广、采购品类多、进口

需求大的特点。由此可见，作为拥有巨大人口

规模和市场潜力的中原腹地，作为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作为新兴工业大

省，河南市场需求之旺盛、开放合作诚意之恳

切、区域经济之生机勃勃。

其次是传递了我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从本届进博会上

河南交易团发布的采购需求清单可以看出，在

扩大消费品进口，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需求的同时，“继续扩大先进技术装备进口”

“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的导向非常清楚。有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我省将支持

省内企业增加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零部件进

口，促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全省产业

转型升级。我省一些企业的参会人员也表示，

去年参加首届进博会，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大大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今年希

望能向更高水平、更大市场的目标阔步前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支撑。如今我省装备制造业已超万亿级

别，大中型客车、盾构机、大型拖拉机、特高压

装备、智能手机、光电子芯片等一批高端产品

在行业中居于领跑地位，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

名片。结合本届进博会上我省在技术装备方

面的“胃口”和平时的产业表现来看，对于“先

进制造业强省”目标的实现，我们有基础、有底

气，也有决心、有信心。

最 后 是 印 证 了 我 省 营 商 环 境 的 持 续 改

善。9 月 26 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投资建设的

中国第二家陆上风电设备制造基地项目在我

省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奠基，该项目从正式签订

投资协议到项目奠基，仅用了 6 个月时间。本

届进博会上，河南省人民政府又与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可再生

能源项目开发、装备制造、产业链建设等方面

开展深层次合作。正如有学者所言，通用电气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落户濮阳，说明河南各地

不但有开放的决心，同时还有开放的实招和

优良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省通过“放管

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为市场主体提供适宜的“空气、土壤、雨露

和阳光”，一流的营商环境已经成为河南开放

发展的新标识，也必将让中原大地成为投资

兴业的热土。

由此再看河南在进博会上“全球捕货”的

热情，看河南“购物车”琳琅满目的收获，不禁

对我省经济发展充满自信，也充满期待。10

□丁新科

据媒体报道，滴滴出行公布了顺风车最

新产品方案，宣布 11 月 20 日起，陆续在哈尔

滨、太原、沈阳、北京等 7个城市上线顺风车试

运营。试运营期间，将在这 7个城市首先提供

5:00-23:00（女性 5:00-20:00）、市内中短途（50

公里以内）的顺风车平台服务。

试运营方案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就是

对女性乘客的专门设置。这意味着，从 20 时

开始，滴滴顺风车就关闭了对女性乘客的服

务。这难免让人产生怀疑，滴滴是否做足了

充分安全措施。如果没有对司机、同乘人员

进行全方位的安全监管，单纯限制女性乘客

乘车时间段，并不合理。从犯罪的概率上讲，

很 难 界 定 晚 上 7 点 就 一 定 会 比 晚 上 9 点 安

全。所谓的“安全时间”并不安全，甚至可能

是犯罪嫌疑人的准备阶段。

一年多前，滴滴顺风车业务连续发生女性

乘客遇害事故。迫于舆论压力，滴滴下线顺风

车业务。在滴滴顺风车下线整改的日子里，不

少竞争者入局、发力、超车，去年年底开通的哈

啰顺风车，截至 2019 年 7 月，业务已上线超过

300 个城市，认证司机数量超过 700 万。除了

哈啰、嘀嗒，曹操出行与高德也先后入局顺风

车。竞争对手一个个攻城略地、后来居上，滴

滴行业地位岌岌可危。市场蛋糕的诱惑，是驱

动滴滴尽快重新上线顺风车业务的根本原

因。然而，只求业务回归的速度，不求安全监

管的精度，让滴滴回归的诚意大打折扣。

11月6日，针对滴滴顺风车试运营方案中女

性用户被限制使用而引发争议，滴滴出行总裁柳

青发布微博表达歉意：作为一位资深女白领，也

觉得现在的顺风车产品功能对女同学不太好用；

但在安全问题上，是如履薄冰的试运行。

顺风车事关千千万万乘客人身安全、财

产安全，交通部门应对从事顺风车业务的互

联网平台加强监管，及时堵上安全漏洞，对于

存在安全隐患的平台企业，应督促其落实整

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平安。10

焦作一高中生，每天经过一工地看到水管排水，

觉得很浪费。她和老师同学一起测量，算出该水管

一昼夜排水5000吨，月排15万吨水，可供1.5万户使

用。该事件一经微博发出，迅速引起热议。工地监

督员解释，属正常程序，每个工地都如此。随后，有

网友“扫盲”：排出的水其实是降水井抽上来的地下

水，并不是净化处理后的自来水，不存在浪费一说；

其次，这些废水排出后还会经过净化回收利用。

听完解释，网友们才恍然大悟。笔者认为，学生

和老师的这种探索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面对互联

网时代的信息轰炸，作为受众的我们，必须抱有怀疑

精神，具备识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在真相来临之前不

要急于扩散。此外，还需避免先入之见。去年10月，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指责逆向

驶来的小轿车女司机，认为是女司机不遵守交通规

则，为了躲避小轿车公交车才坠入江中。“女司机”的

标签更是给其带来了很多斥责与辱骂。经过调查，

发现该悲剧是由于司机与乘客争执所致，与女司机

无关，人们才停止了对她的指责。但是，人们的先入

之见对该女司机造成的伤害却是难以弥补。

“鄙夫竞喧哗，达士善大观”。所谓的“常识”不

一定是“事实”，所谓的“真相”可能只是一时。若想

做互联网时代的智者，在冲动发言之前，不妨先进行

冷思考，急于扩散之前，不如先求真。3（吴鸿瑶）

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绿化条例》正式发布，对擅

自截除树木主干、去除树冠的行为，最高处以树木

价值 10倍的罚款，还要补种砍伐株数 10倍的树木。

（见11月7日《北京青年报》）
诚然，出于安全、采光通风、树木生长规律等方

面考虑，对绿化树进行适当的整形修剪，既可以起

到调节树木的生长状况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绿

化科学管理水平。然而，近年来，大树被过度修剪

的现象频频发生，动辄将大树“剃了光头”，既破坏城

市景观，又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让市民诟病不已。

显然，过度修剪是一种变相的破坏绿化，之所

以出现这种状况，究其因，管理方长期对树木疏于

管理，任其疯长，一旦修剪，又往往矫枉过正。更重

要的是，不少城市对树木修剪没有明确的管理细

则，特别是没有具体的修剪标准和责罚措施，给执

法带来困难。北京市现在新修订《北京市绿化条

例》，给树木修剪立规矩，为绿化树木依法管理和执

法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遏制违规修剪，值

得推广。当然，仅有法规还不够，还需配套具体的

修剪标准。比如，哪些树木可以日常修剪，什么时

候修剪，都必须进一步细化。此外，还要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作用，让社会共同参与管理，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保护好城市的绿化成果。10 （刘予涵）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漫画/尹元钧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朱婷“点燃”女排联赛

11月 5日上午,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安阳分中心的工作人
员把“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的
崭新体育器材送到了安阳市林州
临淇镇梨林小学孩子们手中，校园
里一片沸腾。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主
要是面向边远贫困的中小学捐赠
必要的体育器材。2013年该活动
在我省启动以来，已有 100多所乡
村中小学得到捐助,其中安阳共有
8所学校获得捐助，捐助的体育器
材为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带来帮
助。希望同学们在“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的陪伴下能够好好学习，
更加快乐、健康地成长,早日成为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
捐赠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的

领导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拔河比
赛，整个学校一片欢呼。来自河南
省体校的体育教师陈冉和邵滨分
别给孩子们上了一节乒乓球课和
武术课,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不
愿散场。 （彭振 赵伟峰）

□本报记者 黄晖

这几乎注定是一场“火热”的比
赛。因为朱婷的首次亮相，2019~
2020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
引来的关注甚至超越了揭幕战，首轮
轮空的天津女排11月 5日晚坐镇主场
迎战河南银鸽女排，天津人民体育馆
素有中国女排联赛第一主场之誉，朱
婷的加盟更是点燃了天津球迷对于新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热情，近
3000名观众来到现场，热度逼人。

“这里的球迷很热情，座无虚席。”
阔别几个赛季之后重返国内联赛的朱
婷也对联赛的全新面貌感慨良多，“球
迷的热情要高很多，比赛氛围和联赛
职业化成熟度也提高很多。”

随着比赛进行，朱婷也凭借出色
的表现不断令现场气氛“升温”。第二
局中，朱婷一记直线暴扣得分，现场气
氛达到了高潮，解说盛赞：“朱婷这个球
就像放炮一样，不仅在国内赛场上不好
防，就是放在国际赛场上都很难防啊。”

时隔几个赛季之后回归国内赛
场，迎接朱婷的不仅有现场的热度，还
有“温度”：来自团队、队友、家乡的关
爱和乡情。

天津女排中李盈莹、姚迪、王媛媛
等几位国家队队友自不必说，朱婷刚

进国家队时的室友、天津女排前功勋
队长殷娜，如今已是天津女排的助理
教练；此外，天津女排还为朱婷请来了
国家队教练包壮和康复师丹尼尔，全
程保驾护航。河南女排来访，朱婷也
没忘尽一番“地主之谊”——买了一大
堆天津麻花，比赛结束后从挡板后面
拎过来交到了老友们的手中。

有热度、有温度，这同时也是一场
精彩的比赛。

天津女排本赛季不仅有朱婷加
盟，还引进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最佳
进攻奖得主、美国女排前头号攻击手、
有世界第一接应之称的胡克尔，再加
上女排超级联赛得分王李盈莹，这套

“三叉戟”的威力冠绝女排联赛各队。
面对强大的天津女排，整体实力

明显处于下风的河南女排也没背什么
包袱，不但比对手更快地进入了比赛状
态，比分还一度领先。不过随着比赛的
进行，天津女排还是凭借攻防两端的强
大实力逐渐掌控了比赛，25∶17、25∶18
连下两局。第三局朱婷并未上场，天津
女排仍以25∶19再下一城，获得赛季首
胜。河南女排则遭遇两连败。

本场比赛朱婷出战两局，更多的
精力放在防守和一传，进攻虽只得到
5分，但成功率高达 56%。天津女排
这套阵容安排，目的就是用更“全面”

的朱婷，激发球队活力。而朱婷则用
在每个环节都不惜力的表现，充分展
示了职业球员的风范。

“除了进攻外，朱婷在一传、拦网、
后排防守等方面都发挥得不错。之所
以没有安排她打满全场，是因为朱婷
还需要进一步与球队磨合，而且最后
一局也是给别的队员一些锻炼的机
会。”天津女排主教练陈友泉赛后说。

总结比赛，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
表示：“球队发挥出了真实水平，从进
攻到防守上我们还是存在差距，希望
我们通过这场比赛可以把后面的比赛
打得更好。”

本轮战罢，第三轮比赛轮空的河南
女排将于11月16日在联赛第四轮坐镇
主场迎战广东女排，双方本赛季首次交
手，河南女排客场0∶3不敌对手。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实习生 周玉琴

“原来这儿没有球场，听说是体
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修建的，地是塑料
块拼的，比水泥地强。最重要的是我
家就住附近，每天有空就能很方便地
过来，这样的场地让我们的锻炼方便
了。”10 月 24 日晚，许昌市清潩河畔
微风轻拂，正和几个伙伴一起在灯光
篮球场上打球的菅龙告诉记者。

放眼望去，沿着清潩河边还有几
处这样的球场、小广场，跳舞、打球
的人不少。“许昌清潩河、天宝河、饮
马河两边的‘健身长廊’加起来有 80
多公里长，许昌的 15 分钟健身圈还
上过《新闻联播》呢！”一位在小广场
上跳舞的大姐热情地向记者介绍。

健身场地设施的增加，15 分钟
健身圈的打造，自然少不了体育彩票
公益金的功劳。据介绍，2018 年许
昌 市 本 级 入 库 体 育 彩 票 公 益 金
3117.44 万 元 ，当 年 支 出 公 益 金
2326.59 万元。“2018 年累计投入公

益金 1089 万元在五县一区安装健身
器材近 432 批，1800 余件，全民健身
路径工程支出 509万元，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 320 万元，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 260 万元。2018 年对体校和体育
场、体育馆以及各级、各类群众健身
广场、户外休闲设施等活动场地进
行了改造和维修，累计投入公益金
214.59 万元。”许昌市体育局副局长
孔健介绍，体育彩票公益金还被用
于组织许昌市第八届运动会、许昌
市迎新年长跑活动、全市大众广播
体操等各类群众健身活动，支持社
区 俱 乐 部 和 青 少 年 体 育 俱 乐 部 建
设，为各个县区建设国民体质监测
点并提供了监测器材。

此外，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体
育器材进社区、进游园、进农村等活
动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全市全民健身活
动的蓬勃开展，让广大群众确实感受
到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宗旨，展现了体育彩票的社会公益形
象。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历经9天的激烈
角逐，2019河南省足球协会俱乐部杯足
球锦标赛甲组的比赛，于11月5日上午在
郑东新区新发展体育足球公园落下帷
幕。在最后的男子组决赛中，河南建业
U16队以4∶3战胜郑州市乐取俱乐部，如
愿捧杯，而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组比赛
中，河南信大力压群芳，成功登顶。

俱乐部足球锦标赛是由省足协主
办的又一项我省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
事，今年的比赛由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
金会承办，比赛于 10月 27日正式拉开
战幕，共有来自全省 21支男子队伍和 8
支女子队伍参赛。

作为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建业U16
队无疑是本次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而

由郑州九中校队成员组成的郑州乐取
俱乐部同样有着强劲的实力，从小组赛
直到半决赛，两支队伍都是一路过关斩
将，均以全胜战绩会师决赛。

两支实力相当的球队,在 5日决战
中，共同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而且比
赛集红牌、点球等元素，可谓火星四
溅。双方在上半场就总共打进 4球，战
成 2∶2；易地再战，场上火药味儿愈浓，
而双方防线则成了“焦点”，下半场的 3
个进球全部是点球打进。值得一提的
是，建业 U16 队在本队守门员被罚下
场，以少打多的情况下，反倒放下了包
袱，进攻连续创造威胁，最终在临终场
前逼迫对方后卫禁区内手球犯规，从而
打进了关键的制胜球，成功登顶。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11月 5日，由
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情系
贫困地区，关爱青少年体育”公益行动
走进革命老区桐柏县，共计 575件、价
值 15万余元的体育运动器材被捐助
到桐柏县业余体校。

这是“情系贫困地区、关爱青少体
育”捐赠活动的第五站，此前河南省体
育发展基金会已经先后资助了社旗
县、淮滨县、夏邑县、洛宁县的四所业
余体校。通过公益体育的资助，受资
助地区体校的器材缺乏问题得以解
决，同时也改善了当地青少年体育运
动的训练条件，能够促使基层训练单
位涌现出更多优秀体育苗子，并促进
了人民群众健康活动的开展和普及，
助力贫困地区在体育文化层面脱贫
攻坚。

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是致力于

河南省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水平的
提高和运动员保障，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促进全省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公
益性组织。该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主
要是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接收各类
企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的捐赠款，
来开展各类体育公益活动。

自2013年成立以来，河南省体育
发展基金会共接收社会捐赠款 7100
余万元，这些捐赠款先后资助实施了

“奥运争光计划”，助力我省运动员提
高训练水平，在赛场上争金夺冠；“伤
残运动员救助”，有针对性地对伤残
运 动 员 给 予 资 助 ；“ 康 乐 夕 阳 红 行
动”，关注老年健康，举办老年健步走
活动；“情系贫困地区、关爱青少体
育”捐赠活动，向我省贫困地区业余
体校或中小学捐助体育运动器材等
活动。⑥6

体育彩票公益金
助力许昌全民健身

公益体育助力扶贫攻坚
575件体育器材捐助革命老区

省俱乐部杯锦标赛落幕

建业 U16 队捧杯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林州临淇镇梨林小学

重返女排联赛，朱婷点燃观众热情。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