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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
萃）1 月 21 日，记者从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
支行获悉，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统一安排，我省
二代征信系统完成切换
上线工作。这也意味着
今后大家的信用记录更
全 面 、信 用 评 价 更 准
确。1月 19日起，新征
信系统“上岗”，个人和
金融机构可以获取新格
式的信用报告。

与一代征信系统相
比，二代征信系统在信
息采集、技术架构和安
全防护方面，均实现了
优化改进。“提升了信息
采集的扩展性、灵活性和便利性，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
信息主体信用状况。”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相关负
责人说，在新系统的技术支持下，系统快速扩展和资源优
化，大幅提升信息采集和征信服务效率，同时也加强用户
身份管理、信息传输管理等，确保征信信息安全。

为更加全面精准反映信息主体信用状况，1月 19日
上线的二代格式信用报告根据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需
求，个人增加“共同借款”“循环贷款”“信用卡大额专项分
期”“授信协议信息”等信息；企业增加“循环透支”“企业
为个人提供担保”“逾期总额、本金和月数等逾期指标”等
信息。“新系统将让失信者无处遁形，有助于守信者畅行
天下，对形成人人守信、人人用信的信用社会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建设、运行和维
护的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金融信用
信息基础数据库)，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截至 2019年年底，征信系统累计接入我省各类机
构 179家，采集全省 6120.12万自然人、60.2万户企业及
组织信用信息。2019年，全省人民银行受理个人和企业
征信查询分别为 468.54 万次和 7.94 万次,同比分别增
长10.06%和 14.72%。③4

我省二代征信系统上线

□本报记者 曾鸣

1月 21日，郑州北部的黄河博物馆里，
游客络绎不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人民群
众对母亲河的发展变迁兴趣更浓，黄河博
物馆游客量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黄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讲解员张笑蕾告
诉记者，近几个月来，黄河博物馆日接待游
客量最高达2000人次。

黄河博物馆是万里黄河的一个缩影。
大厅内，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铿锵有力的
红色大字：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
族。大字后面，则是电光映照下的黄河壶
口瀑布。来自新乡的曲先生带着自己的小
孙子，在大厅里久久驻足，“生在黄河边，长
在黄河边，我对黄河的历史变迁一直很感
兴趣。临近春节来这里参观，让我对身边
的这条大河有了更深的认识，了却了自己
的一个心愿!”

黄河博物馆就是一座黄河知识宝库。
置身馆中，俯瞰黄河流域地图，黄河如腾飞
的巨龙，翱翔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馆中的
古生物化石展品，诉说着黄河形成初期的
风云变幻；历次改道的地图，折射着黄河千
百年来给中下游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这
里，不仅可以领略到黄河纵横万里的气势，
还能感受到祖国山川的壮美，爱国之情油
然而生。”一位游客对记者说。

黄河宁，天下平。在“千秋治河”展厅，
黄河博物馆馆长王建平从大禹治水讲起，
将历代治河艰辛一一呈现在游客面前。“从
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也是一部治国史。”王建平说，黄河博物馆
下一步将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展厅，利用声光电技术，科学合理
布展，增设网上展览，进一步完善黄河博物
馆的展示功能，让人们更好地感知黄河、认
识黄河、探索黄河，提升游客体验，讲好新
时代的黄河故事。

让河南人为之振奋的是，今年央视春

晚分会场首次设在郑州黄河之滨。据了
解，郑州分会场将采取巧妙的创意和设计，
来彰显九曲黄河奔腾向前、百折不挠的磅
礴气势。不少游客告诉记者，来黄河博物
馆参观学习，就是提前为家门口的这次春
晚“做功课”。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强大向心力
所在，春晚是一场属于全球华人的中华文
化‘年夜饭’，两者的结合注定会产生奇妙
的文化融合。”在黄河博物馆“文明之光”展
厅，前来参观的郑州市民韩亚坤满怀期待
地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月 21日记者
获悉，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郑州电视台在郑
州黄河文化公园炎黄广场联合录制的
2020年河南省春节文艺晚会，将于1月 26
日大年初二晚上 9点，在中央电视台综艺
频道（三套）、河南卫视同步播出。

据介绍，2020年河南省春节文艺晚会
将紧扣“以黄河精神决胜小康”这一时代主
题，展现 1亿河南人民不负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不负伟大时代、决胜全面小康的豪情
壮志，以及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团结奋
斗、努力拼搏的精神风采。

据了解，河南省春节文艺晚会播出平
台首次实现国家、省级联动（央视及河南卫
视同时播出）。同时，这也是河南春晚参加
演出人员最多的一次，规模宏大、形式多
样、创意新颖、内容饱满、喜庆热烈。③6

展现“以黄河精神决胜小康”主题

大年初二 河南春晚首次登陆央视

河南春晚将在嘉年华般喜庆热烈、豪迈奔

放的《一起来》歌舞中开场。接下来，平安带来

的一曲《归来》，抒发了炎黄巨像下“树高千尺，

不忘根在哪里”的情怀；曹芙嘉的《黄河黄》，唱

出了所有炎黄子孙对母亲河黄河的敬仰、依恋

之情；王宏伟携一首《我的好兄弟》，唱出了驻

村第一书记与人民群众结下的深情，旋律动

人；郎朗夫妇双手联弹的钢琴曲《彩云追月》，

能让人感受到美好爱情的诗情画意；声入人心

男团组合带来的《回家的风》，让人陶醉在动人

的爱情亲情中；舞蹈《水月洛神》会让你思接千

载；街舞《黄河》，则是当代街舞对经典文化的

别样演绎；少儿合唱《石榴红了》，唱出了五十

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心声；

《家在黄河边》让你感受到黄河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李宇春极具时尚风格、根

据现代诗谱写的歌曲《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让

人感到暖意融融……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19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春运期间，为进一步缓解“出行
难”“回家难”的压力，该公司充分挖掘高铁运输能力，开
行“红眼高铁”（夜间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红眼高铁”主要是为了解决春运期间客流过大问
题，临时增加的、在高速铁路夜间维修“天窗期”开行的
高速动车组列车。“红眼高铁”可以有效提高运力，工作
繁忙或回家心切的旅客可以利用晚上时间乘车回家。

自1月16日起，郑州局集团公司临时加开17对夜间
高铁，分别为北京方向 3对、上海方向 6对、广州方向 2
对、深圳方向1对、杭州方向4对、重庆方向1对。春节前
开行日期为 1月 16日、17日、19日、20日、21日、22日，
春节后开行时间为 1月 29日、30日、31日，2月 1日、2
日、9日、10日，具体开行时间和开行车次会视客流而定。

“在夜间开行高铁，虽然累点，但看到回家旅客脸上
的幸福与喜悦，熬夜也很值得。”G4838次高铁动车司机
陈哲说。③5

“红眼高铁”
让回家不再眼红

2020年河南春晚，与您有约

1月21日，游客在黄河博物馆参观。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黄河博物馆火了

白天鹅在三门峡黄河湿地飞翔（1月 20日摄）。进
入冬季，大批白天鹅在三门峡市黄河湿地栖息越冬。近
年来，当地大力推进黄河湿地生态建设，加大白天鹅保护
力度，来此越冬的白天鹅数量逐年增加。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随着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的演绎阵
容、节目亮点陆续释出，观众对于郑州分会
场的热情越发高涨，对于节目效果也更加期
待。更有专家和网友提议，以这台高品质的
晚会为宣传窗口，向全世界传递“郑”声音，
与世人共享黄河盛景，品味黄河文化。

万众瞩目！专家点赞观众期待

郎朗率团队奏响《黄河》名曲，杨洪基
等中国八大美声歌唱家唱响《黄河颂》，李
宇春和孙楠献唱专为本届春晚创作的脱贫
攻坚主题歌曲；张泽群、马跃、庞晓戈、米娜
共同主持，开创春晚历史上“中央、省、市”
三级电视台主持人携手分会场的先例……
连日来，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的消息频频
引爆网络。

据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剧组工作人员
介绍，这台晚会从景观设计到舞台制作，原

创性十足，运用新颖巧妙的创意动态呈现
黄河等亮点，更是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
肯定。

目前，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的节目排
练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从目前已释出
的信息来看，这台精心烹制的文化大餐必
定不负期待。

实至名归！“国际郑”实力办会

此次央视春晚在郑州设立分会场，也
再次使郑州这座拥有 3600 年历史、GDP
过万亿、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聚焦了
来自国内外的关注目光。有专家称：“春
晚选定分会场是有整体考虑的，郑州也不
只是简单地作为承办城市，更是以黄河的
名义而来，以展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窗口闪亮
登场。”

而河南、郑州对于此次晚会的重视、热
情及在安全保障、组织策划等方面提供的
帮助和支持，也获得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
剧组工作人员的集体点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大型节目中心
副主任、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负责人陈临
春说：“郑州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设立分会
场以来，我们遇到的组织性、效率性、系统
动员性最好的地方。我们认为，这个分会
场，是一个不比中国任何一个演出现场逊
色的场地。”

翘首以待！让“国际郑”再
绽新光彩

在郑州走上国际舞台的历程中，有一
件令很多郑州人记忆犹新的事——2017
年 10月，郑州城市形象宣传片在素有“世
界的十字路口”之称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户外屏幕循环播放，向世界展示了郑州城
市风貌和发展成就，向全世界展示传递了

“郑”形象。
“能否把春晚节目制作成宣传短片在

纽约时报广场播放，让世人共享黄河盛景，
品味黄河文化”……很多专家和网友建议，
以这台高品质的晚会为宣传窗口，向全世
界展示传递“郑”形象，向世界展示为中部
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贡献的“郑州力量”。③4

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引发万众期待

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在外面好多年了，想家，更想回来干一番事业。”
1 月 21日，回家过年的许昌小伙儿郭一伟刚出火车站，
就看到了许昌市人社局在广场上搭建的返乡创业政策宣
讲台。“我这样的情况，可以申请 15万元的创业贷款，创
业路上最大难题也就解决了。”郭一伟说。

与小郭同趟列车返乡的老刘，人还没到家，已经感受
到了家乡暖暖的“春风”，他被家乡的企业“盯上”了，当地
人社局积极当“红娘”，牵“红线”，让老刘很动心。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南阳市，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文化
大戏送到了村头。演员基本是来自市人社部门的工作
人员，寓教于乐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听听唱曲儿知道技
能培训能学啥，看看小品知道创业政策有哪些。”南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苏定堃说。

通过宣传，12333热线真正“火”起来。“原来的一天
几百条咨询量，现在每天一千条都不止。”苏定堃说，“沟
通渠道更畅通了，百姓需求更清楚了，我们才好精准服
务，量体裁衣。”目前，他们已经演出8场。

在驻马店，“春风送真情 就业暖人心”的专场招聘会
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在信阳，返乡
创业典型事迹报告会上，创业成功人士介绍经验、现身说
法，鼓舞更多人回家创业……

据了解，我省已经连续 16年举办“春风行动”，今年
“风头更劲”，“2020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在春
节前后开展，我省将组织 1400多场专场招聘活动，参加
招聘单位8600余家，把岗位送到农民工家门口。③5

千场招聘会
服务返乡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