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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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冯军福 评论│05

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投身于实现
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便是为家
国情怀写下的最生动注脚。

锐评

今日快评

他们的名字叫“迎澳”

别让代餐粉成健康“杀器”

城乡“同命同价”彰显公平正义

众议

“交房即交证”值得点赞
在购房过程中，往往有许多不太让人满意的流程，

产权证到手时间长是其中之一。各个城市，各个开发

商，时间标准都不一样。要是买了热门学区房，赶着落

户的，那买房人尤其着急。现在买房的人有福了，新建

商品房“交房即交证”试点，正在多地铺开。（见 12月
22日《每日经济新闻》）

交房与交证的不同步，给购房者在落户、子女入

学、银行贷款等方面造成了一定困扰。为解决购房人

长期以来的“心病”，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以“减负惠企、

便民利民”为出发点，聚焦“交房不能同步交证”问题，

将该项工作列入全面深化改革事项，由住建部门牵头，

联合相关部门全力推动实施。“交房即交证”的办证改

革，从陆续试点，已经逐步在向全国推进。今后，“一手

拿新房钥匙，一手拿不动产登记证”将成为购房人的

“标配”。

“交房即交证”的推行，显然是政府部门摆正了权

力和服务的关系，主动地把部门行政权力转变为行

政责任。也因此，相关部门才能以群众的感受作为

改革标准，以群众的获得感评判改革成效，以此为出

发点的政务改革，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有限政府无限

服务”的政务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交房即交证”更

值得点赞。10 （钱夙伟）

□本报评论员 刘婵

濠江流彩，莲花盛开，澳门迎来回归祖

国 20 周年的高光时刻。站在这样的历史节

点，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触动着我们的心弦，

值得在记忆长河里打捞品味。

1999 年出生的河南南阳姑娘郭迎澳，正

在海南师范大学读书。出生时她的家人就

说：“这孩子的名字不用费心取，她就是带着

‘迎澳’这个名字来的。”亲朋好友但凡去了

澳门，都要给郭迎澳“报备”一声，“好像是去

到我的地盘一样。”小姑娘刚刚参加完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她兴奋地说：“只要考

研成功上岸，我毕业旅行就去澳门玩一圈。

祖国越来越强大，澳门也越来越好，我一定

要亲眼去看一看！”

不只有郭迎澳，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这

一年，内地出生的许多孩子都取名为“迎澳”，

这寄托了父母的美好祝愿，也是个人与国家

命运的奇妙交织。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

的整体。生养孩子不易，取名字也是大事，在

“迎澳”“建国”“爱港”这样的名字中，可以辨

认出时代的脉动，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小家”

同“大国”同声相应、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

豫澳同心，爱我中华，血脉相连的民族

纽带、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一直都在两地之

间涌动着。前段时间，河南戏曲名家登上澳

门城市大学文化中心的舞台，经典的折子

戏、武戏、猴戏表演等，收获了澳门同胞此起

彼伏的叫好声；每一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都有澳门各界人士组团前来寻根溯源，

深化双方文化、旅游、教育等方面合作，增进

民心相通、互利共赢；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也有不少澳

门的运动员来到中原，感受传统的文化、团

结的力量和亲情的温暖……“人之相识，贵

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奋斗在古老

文明积淀的沃土上，让豫澳两地人民心心相

印，勇于追梦、共同圆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共同使命。

河南与澳门交往历史悠久，随着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双方合作内容将不断丰

富、交流领域将不断拓展，凝聚文化力量、深

化交流交往，突出优势互补、深化经济融合，

携手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

献。众所周知，堪称“中国第一桥”的港珠澳

大桥，承重关键部位使用了舞钢公司生产的 4

万吨特种高端“平台用宽厚板”，洛阳百克特

公司则提供了新型桥索检测仪，能准确预测

钢丝绳使用寿命。而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

位于大别山区的商城县枣树榜村康养中心，

就是由几位省政协住港澳地区委员捐款修建

的，在那里颐养天年的几十位老人，每年还能

领到数万元的贫困救助金。家国情怀是什

么？那就埋藏在、环绕在这一个个画面里，将

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

起，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便是为

家国情怀写下的最生动注脚。

这几日，一则新媒体产品《澳门是扇什

么门？》在朋友圈刷屏。澳门自然有着“开放

之门”，这与河南加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

战略规划不谋而合；澳门也是“我们”，所谓

爱与热忱，源自同一片土地，我们在一起，就

经得起任何考验！10

□吴学安

“吃代餐饼干，不节食、不运动就能减肥。”近

年来，代餐产品层出不穷，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一股

“代餐热”。然而关于“代餐食品当饭吃，导致身体

健康出现问题”的案例也频被披露。社会上关于

代餐的争议一直存在。（据 12月 21日新华报业网
报道）

代餐消费快速增长显现了“以瘦为美”的社会

情绪蔓延。社会上普遍强调“以瘦为美”的审美标

准，让很多年轻人被裹挟其中，如果自己身材和

“社会标准”有差别，就会产生焦虑，通过吃代餐快

速减肥，来找到社会认同感。相关数据显示，早在

2017 年，中国代餐市场就已达到 57.3 亿元，预计

2020年破百亿元，实现近两倍增长。

时下，“代餐粉”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

食品“新宠”。代餐产品花样也层出不穷，常见代

餐食品有代餐粉、代餐奶昔、代餐粥等。不过，关

于代餐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不断有媒体曝光代餐

食品导致营养不良、代餐食品虚假宣传、代餐市场

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从营养学角度来说，代餐

主要针对的是超重和肥胖人群。而对于非超重和

非肥胖的年轻人来说，盲目把代餐作为“减肥利

器”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代餐产品及其市场鱼龙混杂，难免存在粗制

滥造、虚假宣传现象，消费者和相关监管部门都

应提高重视程度。长期食用代餐粉还会出现营

养不良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单一的食品能够

提供人类所需的全部营养素，所以营养学家们一

直在强调饮食要多样化，不要过于挑食。代餐食

品的配方及食用方法没有统一标准，不同代餐产

品所含营养物质不同，但代餐最终效果是控制体

重，难免会减少能量的摄入，导致人体营养成分

不均衡。

代餐食品在宣传时，大多打着“天然、营养、低

热量、高纤维、易饱腹”等口号，宣称能为人体快

速、便捷提供多种营养物质。但就算代餐粉的食

材种类相对丰富，也难以给人提供足够且全面的

营养，所以如果长期食用，很可能会因为身体缺乏

某种营养素而出现相应的问题。对此，年轻人不

能盲目崇尚代餐减肥，更重要的是保持合理、平衡

的膳食模式，保证各种营养元素摄入充足，不要一

味将代餐与“减肥”“减重”等功效联系在一起，别

让代餐粉成为健康的“杀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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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繁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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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百子纳福图

●产品简介
《盛世百子纳福图》系列贵金属产品

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福贵岁朝图轴》为
设计蓝本，选取图轴中孩子们在庭院嬉戏
打闹的热闹非凡景象。孩童们或燃放鞭
炮，或登高折梅枝，或吹唢呐、吹笛子、打
鼓，或拉象车、耍龙灯、跑旱船、观锦鲤。
运用凹版微雕贵金属彩绘工艺进行二次
创作，将“竹报平安”“岁岁平安”“子孙满
堂”等吉祥主题鲜明地反映出来。整个画
面生动有致，洋溢着太平盛世、百子呈祥
的喜庆气氛。寓意多福多寿，子孙繁盛，
万代延续。

（1）百子图乐享版
材质：银8克；成色：Ag99.9，价格：598

元。
（2）百子图欢庆版
材质：金 1 克；成色：Au99.9，价格：

1280元。
供货商：上海渊泉集币收藏品有限公司

1
米奇庚子贺岁套装

农业银行实物贵金属业务经

过多年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产

品线日益丰富，尤其是今年推出的

创新产品，更接地气、更契合广大

客户需求。如“米奇庚子贺岁套

装”“百子图系列”“平安吉祥”“金

鼠纳财”等产品，款式新颖，价格区

间在 298元—52800元，为您提

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可满足您投

资、收藏、馈赠的需要。

●产品简介
米奇庚子贺岁金锦鼠贺岁、事事祈

福,迪士尼明星米奇米妮时而舞狮贺岁,
时而推窗展望未来,米奇庚子贺岁金祝您
鼠年欢天喜地，万事如意！米奇庚子贺岁
银米奇米妮为中国年助兴，绚丽缤纷的贺
岁银衬托吉祥喜庆的中国年，庚子年迎福
接财，愿您好运常相伴，财源滚滚来！

米奇庚子贺岁套装：米奇庚子贺岁金
1张、米奇庚子贺岁银1张、五福贴 1份（5
张）、福禄寿喜红包 1联（5个）、属你幸福
文化册1本。

材 质 ：金 0.5 克 、银 1 克 ；成 色 ：
Au99.9、Ag99.9，价格：699元。

供货商：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新年特别礼物 当属实物贵金属
——农业银行多款实物贵金属满足您投资、馈赠需求

5
金鼠纳财

6
财源滚滚

●产品简介
该产品有金鼠纳财·小和金鼠纳财·

大两个规格。金鼠纳财·小将生肖鼠与
貔貅完美结合，以鼠为身、貔貅为神，结
合如意、铜钱、祥云等纹样，利用高品质
3D硬金工艺打造专属女性的时尚招财
萌宠。金鼠纳财·大采用中国传统貔貅
作设计原型，抛弃传统貔貅形象凶厉的
元素，将貔貅的头部做了细节体现，令产
品更符合大众审美。

（1）金鼠纳财·小
材质：金 0.8 克；成色：Au99.9，价

格：888元。
（2）金鼠纳财·大
材质：金 2克；成色：Au99.9，价格：

1688元。
供货商：东吴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
以生肖鼠为造型，生肖金

鼠形态肥硕、圆润，眉眼弯弯、
笑意盈盈，充满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生肖鼠怀中金钱可转
动，金钱转起来，财源滚滚来，
形式新颖独特，设计妙不可言。

材质：0.39克金+5克银；成
色：足金+925银，价格：698元。

供应商：中国黄金集团黄
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实物贵金属产品，契合当前热点和收藏实用性，是您春节

走亲访友馈赠亲友的理想赠品，热忱欢迎广大客户朋友进行选购，您可

以通过以下途径购买：

1.农业银行掌上银行客户直接扫描图上产品对应的二维码，即可跳转

至农业银行掌银贵金属商城，根据提示进行购买，产品可直接寄送到家。

2.登录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打开下方“生活”栏目—选择“贵金属商

城”图标—进入贵金属商城频道—下滑至“企业店铺”—点击对应公司，

即可进入该企业店铺进行选购，产品直接寄送到家。

3.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农业银行借记卡到农业银行网点柜面直接购

买（数量有限，以网点实际库存为准）或可选择订单模式，产品寄送到家。

【购买小贴士】

●产品简介
《盛世繁华上河图》系列贵金属产品，由

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授权，以故宫馆藏北
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创作而
成，运用手工凹版雕刻这一特殊技艺，再现
了原画的神韵。北宋名画与雕刻线条合为
一，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
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
热闹景象。秀丽汴河与繁荣市景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北宋风俗画面。《盛世繁华上河图》
系列贵金属产品，是对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
再现。

（1）清明上河图至臻
材质：金 52 克；成色：Au99.9，价格：

52800元。
（2）清明上河图精英
材质：银 8克；成色：Ag99.9，价格：680

元。
供货商：上海渊泉集币收藏品有限公司

4
平安吉祥贺岁金

●产品简介
牡丹在唐代已被誉为“花王”“国色天

香”，雍容华贵，象征吉祥富贵、繁荣兴旺。
“瓶”与“平”谐音，代表平安，也象征天下太
平，连年丰收。蝙蝠在中国文化中是好运和
幸福的象征，“蝠”与“福”同音，寓意福到。古
人云“太平有象”，寓意吉祥如意、出将入相。

两大价值点：一是“好彩头”。亚洲象，
寓意吉和祥。驮“瓶”送平安，携“蝠”送福
禄。富贵牡丹常相伴，平安吉祥每一天。二
是“好宝贝”。好看、好玩、好用，好处多！

送朋友、送同学、送客户，用处多！
材质：金0.2克；成色：Au99.9，价格：298元。
供货商：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

近日，湖南首例“同命同价”机动车事故案宣判。

郴州市永兴县法院一审判决，原告郭某按新的机动车

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获得伤残赔偿金 7 万余元，而非老

标准的 2 万余元。这并非孤例。近期，安徽、陕西、河

南等多地启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这意

味着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将成为历史。

（见12月22日《新京报》）
尽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人身损害赔偿的城乡标准不

一的情况却由来已久。“同命不同价”不仅极易激化城

乡矛盾，也极大伤害社会公平公正。终结“同命不同

价”，是彰显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今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改革人

身损害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9 月，最高人民

法院下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试点的通知》，授权各省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并要求今年

内启动。这无疑推动了“同命同价”落到实处。

实施赔偿“同命同价”，直观地给人们以“平等”的认

知。人们也许会因户籍与岗位的不同而导致收入和财

富的差异，但对逝去的生命却不应该也没有理由“身价”

不同。更何况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更多农民涌入

城市谋生、定居或求学。消除城乡差距、实行统一的赔

偿标准，当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 （张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