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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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薛世君 评论│14

古老的文化要‘活化’，当代
的文化要发展，就要赋予其
当代价值的‘灵魂’和产业发
展的‘筋骨’。

新世说

今日快评

文化资源呼唤“灵魂”和“筋骨”

工业遗存的本真不能丢

开辟惩治“网络刷单”新通道

众议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河 南 博 物 院 华 夏 古 乐 团 复 制 贾 湖 骨

笛，让八千年前的声音回响在当下的舞台；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12 日在

商丘开幕；2019 年以来，“抖音”上来自河

南的视频数量居全国 34 个省份首位……

这两天的几则新闻，都是河南文化大步前

进的跫音。

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如何实现文化

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是我省一直

在探索的课题。华夏古乐团首任团长李宏

曾提出“活化”概念，他说，河南博物院的音

乐文物丰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音乐文化

链条，最有条件“活化”。第二届中国科普

科幻电影周（展）开幕前夕，记者采访了刚

刚获得第 30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高荣誉奖

项终身成就奖的河南科幻作家王晋康，他

说：“科幻文学的发展从短篇、长篇畅销书，

再到科幻电影、下游产品，虽然我们现在还

处于第三个阶段，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

好的开始。”两位都是就其熟悉领域提出文

化发展的构想，恰好描画出河南文化发展

的“两翼”：赋予文化当代价值，推进文化产

业化发展。

传统文化要“活化”，即赋予文化以当

代价值，这是任何文化形式卓立于世的“灵

魂”。那个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

乐器的贾湖骨笛摆在博物馆里，能给人带

来的只是一声惊叹。只有让复制的贾湖骨

笛演奏出乐曲，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同

样的，西峡恐龙化石发现地成为王晋康笔

下“类人工厂”的所在地，就带给读者饱含

历史纵深感的艺术感受，也就多了一份当

代意义。河南文化遗存成为“抖音”上视频

的元素，也增添了这些文化遗存的当代价

值。总而言之，古老的文化要“活化”，当代

的文化要发展，就要赋予其当代价值的“灵

魂”，或让其成为今人审美的景观，或让其

成为慰藉心灵的星空，或让其成为激发人

们奋斗精神的号角，或让其成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力量的源泉。

文化要发展，产业是其“筋骨”，筋骨

强，则能行稳致远。例如，王晋康的科幻小

说已成为一座有待开发的影视“富矿”，想

象一下，这个“富矿”要开发了，能创作多少

影视作品，又能衍生出多少游戏、玩具等

下游产品。到开封去看看，古阙蒸霞、六

河流翠、五湖连舳，宋文化因文化旅游产

业 的 兴 起 ，发 展 演 化 成 为 当 下 开 封 的 文

化，成为开封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到建业的文旅小镇去看看，不仅饮

食文化在这里大放异彩，传统的戏曲、舞

狮、舞龙、抛绣球等多种多样的民俗艺术

也有一席之地。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整合文化资

源，不断改革创新，赋予文化当代价值的

“灵魂”、产业发展的“筋骨”，河南文化事业

将越来越好，也将更好地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社会全面协调发展。7

充值本金加入刷单微信群，一开始收到了返利，没想到

要取回本金时却直接被“踢”出群。日前，警方成功侦破一起

涉案金额超过 1200 万元的“网络刷单”系列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1人。（见12月12日《法制日报》）
网络刷单、打字录入，日结工资、回报率高……近年

来 ，不 仅 仅 是 网 店 ，手 机 APP 推 广 、文 章 点 击 、餐 厅 点

评 ……利用网络销售的东西，很多都存在刷单的现象。从

发布需求、刷手接单，到垫付资金、快递作单、代为签收，再

到完结交易、好评截图，刷单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网络刷单”为网店提高虚假销量和信誉度，不仅严重破坏

互联网生态与市场信用体系，而且直接侵害消费者和诚信

卖家的合法权益，无异于互联网经济的“毒瘤”。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刷

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此前，国家工商总

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虽明确了不得以虚构交易、删除不

利评价等形式，为自己或他人提升商业信誉，但对违反者仅按规

定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成本低而获利高，不

法分子就有了以身犯险的动力。而现行刑法根据1993年反不正

当竞争法制定的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较为分散，在司法实践中

无法有效惩治“网络刷单”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

目前，对于“网络刷单”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罚、不正当

竞争诉讼、软性行业自治等方式给予事后性制裁，对“网络

刷单”的遏制作用相当有限，使一些不良商家得以逃脱法

律追究。也有一些地方法院已按照非法经营罪或破坏生

产经营罪判处刑罚，为法律规制“网络刷单”违法开辟了刑

法介入的新通道。2 （吴学安）

□刘婵

老织布机、旧厂房、羊肉烩面……这是很

多老郑州人记忆里国棉三厂的模样。最近有个

好消息是，三厂要建成“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

将于近期正式开工建设，计划 2022年开放，并

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藏品。

“二产变三产，黑色变彩色”，这是对工业遗

存重获新生最形象的描述。郑州二砂，曾经锈

迹斑斑的生产厂房，如今被创意开发、艺术设计

等现代文化重塑，成为众多“文青”的膜拜地；滑

县西纸厂，集餐饮、会务、旅游、文创于一体，让

附近居民和游客有了休闲好去处；洛阳涧西工

业遗产街，保存完好的苏式建筑鳞次栉比，穿梭

其间厚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作为一种

发展潮流，工业时代的烟囱、厂房，信息时代的

产业园、博物馆，经过创造性规划和保护性开

发，就这样跨越时空、勾连一体。

工业遗存对于留存城市记忆、记录城市发

展轨迹有着独特的意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

是小时候家附近每天轰隆隆的工厂，那是在厂

房大门外等着父母下班的童年时光，那是“工业

学大庆”“向四化进军”的激情燃烧岁月。在日

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工业遗产是否可以促进

创意设计产业集聚，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

现当代工业遗存如何更好地与城市文化、都市

生活有机融合？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步，前几日，

《郑州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出炉，对

中原区的定位即是“传统老工业区加速向都市

友好型产业基地转型升级”。

工业遗存的保护，要体现对原有建筑结构

整体性的尊重，不能失去其本真，丢失其特色。

从民间呼吁到国家重视，在保护传承利用已成

共识的大环境下，很少再有工业遗产被一铲子

铲下去“轰然倒下”的悲剧，但在开发过程中，还

是存在盲目建设造成“千厂一面”的问题，发展

模式化、套路化，项目之间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

争。其实，工业遗产的物质形体与文化内涵众

多，创意产业园只是通向“罗马”的道路之一，对

其再开发，可能需要发挥比人类创造这些工业

时大得多的智慧，就像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定位

工业旅游，首钢冬奥广场则瞄准了“体育+”风

口，“新华1949”产业园另辟蹊径打造文化金融

创新重镇，都成为业界经典案例。

未来模式的创新，在于每个城市积极的创

造。7

截至 2019年 11月，人民网开设的《领导留言板》上网友

留言总量突破 200 万件，与之对应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回应

超过 140 万件，总体答复率达 7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被写入全会《决定》，是

各级领导干部践行网上群众路线、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遵

循。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一些涉及群众身边问题的流言时常

在网络上蔓延，笔者认为，答好群众“留言”方能遏制“流言”。

流言生于“不知”。群众的意见和留言，往往既有热切

期盼、工作建议，又有诤言良策，但当群众拿出了“考卷”

后，领导的“答卷”还没有呈现时，便会产生流言。及时答

疑解惑，既是防止造谣传谣的有效手段，也是维护公民知

情权的需要，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

流言止于“知者”。流言从本质上说，是群众对未知的

一种探究，倘若群众的“留言”得到了满意答复，公民的知

情权得到了最大保障，相关流言自然就失去了滋生土壤。

流言一旦出现和传播，领导干部就应迅速分析该流言产生

的群体和流言的真实程度，直面流言、积极答疑，方为化解

潜在危机的最好方式。否则，要么判断错误、决策失误，要

么无所事事、贻误时机。网上问题，需要网下解决，建立处

理相关问题的机制，通过《领导留言板》等平台收集、整理

各类网民留言，确保群众意见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办，

“流言”自然就不会满天飞。7 （刘厚廷）

答好“留言”方能遏制“流言”

监督无死角 7 漫画/陈定远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信阳市潢川
县纪委监委从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事情做起,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成效。剑指麻点抓作风。坚持刀
刃向内，针对部分党员干部麻木、麻
痹、麻醉“三麻”现象，以干部作风提
升“利剑行动”为抓手，剑指病灶，对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大攻坚
战”干部作风、侵害群众利益、营商环
境不优四大方面 17类问题，突出重
点人、重点事、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向各类作风问题“亮剑”。行动开展
以来，共查处问题67起，收缴违纪资
金150575元，对23起典型案例通报
曝光。直击痛点护脱贫。为巩固脱
贫成果，开展脱贫攻坚“百日大攻坚，

痛打翻身仗”专项行动，紧盯脱贫攻
坚“六大核查”任务，切实解决六个方
面难题，共开展督查 118次，涉及 17
个乡镇124个村，发现问题29个，线
索20起，目前正在调查处理中，为巩
固脱贫成效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聚焦
难点惠民生。针对5个方面15项突出
问题，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
项整治，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
开门纳谏。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
益问题，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微腐败”问题，聚焦统计造假
问题，聚焦窗口服务行业庸懒散等不
作为慢作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唐月明）

近日，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营
销党支部走进西泵股份特种铸造有
限公司开展“做好先行官 架起连
心桥”主题党日活动，开启“党建+”
服务新模式。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走进车间、高压室、配电室，
详细了解企业需求，对厂区内的配
电设施进行安全“体检”，提供安全
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客户
经理吴晨现场做出解答。今年以
来，该公司充分发挥党的建设政治
引领、目标导航作用，以解决业务难
题、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发展质效为
出发点，扎实推进“党建+”工程，积
极引导党员突出政治功能和党性锤
炼，在破解生产经营难题、完成急难

险重任务中发扬勇于担当的优秀品
质。将各支部阵地建设、品牌树立、
典型示范、旗帜宣扬深度嵌入安全
生产、电网建设、优质服务等中心工
作中，形成“党建+核心业务”的“同
心圆”。创新开展“党建+脱贫攻坚”

“党建+安全生产”“党建+优质服
务”“党建+抢险保电”“党建+电网
建设”等方面试点，开展“支部+项
目”创新攻关行动，激励党员带头技
术攻关、带头安全生产、带头文明经
营服务，深入挖掘党建引领带动各
项工作的新实践、新创造、新价值，
将党建工作打造成为推动公司和电
网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崔继洋）

西峡供电公司：

创新“党建+”提升供电服务

近日，为增强民众法治观念，推
动群众树立法律意识、宪法意识，弘
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许昌建
安区委宣传部、区委全面依法治区
委员会办公室、区司法局大力开展

“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在全
区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浓
厚氛围。建安区司法局依托普法阵
地，利用 LED显示屏，整合律师、公
证等法律资源，在各乡镇人口集中
区域开展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主题的宪法宣传活动。同时，结合
主题教育，充分发挥国家机关在宪
法学习宣传中的“头雁效应”，组织
开展宪法进机关活动。

为各基层司法所统一配备法治
宣传帐篷、桌椅、咨询台，通过展板、
横幅、图片以及发放宣传资料、接受
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开展多举措、
全覆盖的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宣
传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树立“自
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的法治观念。召开宪法学习讨论
会，持续开展宪法进校园活动，在校
内设立法律咨询台，详细解答师生
有关法律问题，普及相关法律常
识。同时，通过研读宪法读本、法制
教育会、主题班会等活动，进一步培
养青少年学生宪法意识、国家意识、
规则意识，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法
律意识和法治素质。 （王迎迎）

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开门纳谏抓教育
解决问题出实效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Y-2018-50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9］44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
方式出让ZMDY-2018-50号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
关要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
出让文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
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
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http//
www.zmdggzy.gov.cn/TPFront/），进
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
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易登录窗口，查看
出让宗地信息或参与竞买活动。凡在驻
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
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
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 2019 年 12
月 13日至 2020 年 1月 2日前登录网上

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网上拍卖出让须
知》及相关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
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月 2日 17时（竞买
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金
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
月 2日 17时。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间定
于：2020年 1月 3日 9时 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
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

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按照《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心城区土地管理的通知》（驻
政[2011]113号）文件要求，实行供地合
同履约保证金制度。土地出让成交后，土
地使用权竞得人应当按土地总价款的5%
向驿城区国土资源局缴纳合同履约保证
金。待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后，视履约情况
予以处置。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

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
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作
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

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
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
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书。不符
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九、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396-29573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 12月 13日

宗地编号

ZMDY-2018-50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5]14号、、驻规函[2018]123号、驻自然资函[2019]124号执行。

宗地位置

规划滨河路
与康明路交
叉口西北角

用地
面积
（m2）

48529.05

用地
性质

城镇
住宅

出让
年限
（年）

70

容积率

1.6-3.0

建筑
密度
(%)

≤
28

建筑
限高
(M)

60

绿地率
(%)

≥30

出 让
起始价

（万元/亩）

290

竞价
增幅（万
元 /亩）

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5235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深化以案促改 强化警示教育
为了让全镇党员干部充分认识以案促改工作的重要意

义，更好地发挥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近日，新
乡市红旗区洪门镇召开以案促改教育警示大会，该镇机关全
体干部及各村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该镇党委班子成员通
过宣读一个个典型案例，对全镇党员干部进行了生动、深刻的
警示教育，同时对各村、社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各村、
社区要深入剖析典型案例，找准制度漏洞，努力构建不想腐、
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其次，党员干部要手握戒尺，践行
纪挺法前，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各村、社区要
狠抓落实，扛稳治党责任，加强监督，严肃问责，切实把洪门镇
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做好做出成效。 （于玉杰 蒋峰）

今年来，灵宝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认
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职能，更新完善驻在单
位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及监察对象名册，全面掌握监督单位
相关情况。开展谈心，了解监督单位班子成员思想动态、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等事项，通过谈话深入了解情况，
对单位廉政风险点进行分析研判。对各单位开展中心组学
习情况和主题教育学习情况监督检查，针对问题及时提
醒。参加驻在单位党组会、班子会等，关注“三重一大”事
项，对被监督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
进行常态化监督。深挖细查“四风”隐形变异问题，举一反
三，重要节点采取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开展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专项检查，累计开展监督检查7次。 （雷旸）

鹿邑县纪委监委各派驻机构在认真抓好组内主题教育
的同时，切实履行对综合监督单位的监督职责，督促推动综
合监督单位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各派驻纪检监察组按
照部署，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深悟透，强化理论武
装，提高思想认识，确保目标任务和要求严格落实。全县主
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由15个纪检监察组担任，深度参与综合
监督单位主题教育，及时向各监督单位传达上级要求，认真
审阅、讨论研究实施方案及集中学习研讨、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等工作安排。对督查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
时指出、提醒帮助，第一时间纠偏纠错，推动解决问题。督
促各监督单位党组织强化作风建设，减少繁文缛节，减轻基
层负担，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潘向丽）

近来，新乡市红旗区东街街道党工委强化领导，精
心组织，扎实督导，着力推进作风纪律整顿，促进工作开
展。街道党工委围绕“牢记宗旨意识，奋力振兴东街”等
主题，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交流研讨，并以纪工委牵头，深
入查找、剖析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纪律松懈、责任心
不强、工作效率低等问题。通过学习，街道党员干部作
风明显提升，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此外，该街道还通过
观看主题系列教育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活动，让大家
聆听先进事迹，发扬光荣传统，转变工作作风。为确保
整顿不走过场，东街街道党工委专门组成指导组，巡回
各支部进行指导，确保整顿工作扎实推进，目前东街已
形成了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孟东)

认真履责监督求实效 加强督导 扎实开展作风纪律整顿减少繁文缛节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