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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婵

冷不丁的，微信又上架了一批新表情。

“翻白眼”“666”“让我看看”“叹气”“苦涩”

“裂开”，六个蠢萌表情一字排开，你都学会了

吗？要说微信产品经理真是太懂打工人，每一

个表情都符合当下打工人的心态。

想想这个场景：开会很不开心准备全程“翻

白眼”，谁知领导一顿打鸡血给你来个“666”，引

起了打工人一丝丝兴趣“让我看看”吧。一看这

任务真重不太好办，感觉聪明的脑袋瓜就要“裂

开”，只好“苦涩”微笑、无奈“叹气”。

这一波更新的表情中，“让我看看”最先被

活学活用，然后彻底玩儿坏。很多不怕暴露年

龄的网友第一时间指出，这表情似乎抄袭了《还

珠格格》里五阿哥的某一帧画面。五阿哥扮演

者苏有朋也赶紧出场蹭热点，柠檬精附体连加

六个感叹号质问“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微信团

队秒回，“不要着急，很快都会有的”。

也有人唧唧歪歪，说这六个表情太丧了，表

达的全是负面情绪，会给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

响。这有些杞人忧天了。短暂的阴雨不能反映

整年气候，一两个情绪化的聊天表情，不能勾画

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全貌；抓住人们对困难际遇的

代入感，不失为一种释放。网友就没这好脾气和

偶像包袱了，立刻开怼：给你一套闪电五连鞭吧，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好玩的梗，就你嘴“欠”？

能用图解决的事，就不要说话，表情包现在

几乎是聊天刚需。一个人微信发出一张有趣的

表情包图片，另一个人回复了一张更可笑的表

情，双方你来我往，力争技高一筹，所谓“斗图”

替代了“斗嘴”。但如何以令人开怀的高级幽

默，显现出色的智商和情商，还是一门学问。比

如，和领导微信沟通就很费脑细胞。给领导汇

报一项工作，对方回复四个大字“非常不错”，同

回复表情“强+玫瑰”，对你工作的肯定程度以及

带给你的心理感受，还是有区别的。领导一个

缺少铺陈的祈使句丢过来，究竟是命令还是建

议，恐怕得看后面是不是跟着个笑脸了。

不过，表情包用多了真的会上头，它带来的

便利是工具性的，引发的焦虑却是文化性的。

有人就很苦恼，没有了表情包，似乎就不会聊天

了？两个人线上聊得嗨到飞起，真正坐在一起，

却可以一言不发，空气中充满了尴尬，所谓“见

光死”何以发生？可能是表情包的出现，帮助我

们伪装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是沉迷追星的花痴、

有梗的“沙雕网友”、单纯的小可爱，但绝不是真

实的自己、真实的内心。表情包确实让世界的

沟通变得短平快，但它也降低了有些人遣词造

句的能力和耐心。当表情包在网络中喧宾夺

主，替代了脑海中的文字组织能力，那就可能要

为此付出代价，比如不习惯在现实社会里和他

人相处，更别提在公众场合表达真知灼见。

有专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中最为深

邃的那一部分，仍然寄存于文字符号。你无法

想象，杜甫、李白的诗歌诗行缝隙，能腾出空间

放几个微信表情？如果不愿意破坏诗意，这是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严肃话题、民族情感、

人之常情要谨守不能逾越，像是之前“慰安妇”

纪录片《二十二》中，老人们痛苦、哭泣的表情竟

然被制作成“表情包”，引发集体愤怒。再者，利

用明星或者其他人物形象绘制的表情包，形成

一定商业性质行为的，还可能涉嫌侵犯了他人

的肖像权、名誉权。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

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

么不思考。”手机里有一大堆表情包，可是脸上

却没有表情，到底是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了，还是

情感交流更加贫瘠了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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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钢

焦作市山阳区定和街道办事处丰收小区，被

称为“无讼小区”。一年多来，生活在这里的 2000

多位居民，有困难第一时间有人理，有矛盾第一时

间有人管，没有一起矛盾纠纷闹到法院。（据11月
23日本报报道）

“凡是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断”。小到

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大到协助法院开展执行攻

坚行动，丰收小区积极推进服务宣传联动、矛盾纠

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等工作，既化解家事邻里纠

纷，又传播良好家风民风，成为依靠群众力量化解

矛盾纠纷的典范，有力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邻里之间和夫妻之间的小矛盾，没有根本性

的利害冲突，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当事双方的纠

纷自然而然得到化解，从而把此类矛盾对家庭和

社会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人民调解制度

运用法治思维，在第三者的主持下，通过劝说、疏

导的方法，排解纠纷，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

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矛盾呈现类型多样化和主

体多元化的特征，应对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需

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居民因刮落的电缆绊倒

摔伤，责任该谁负？有的居民养宠物不拴绳，还影

响邻居休息怎么办？停车位应该如何划分、如何

收费？……虽然小区里的矛盾纠纷没有太大的事

儿，但是件件关系和谐稳定，处理起来要讲究法理

和人情。

丰收小区能获得“无讼小区”的美誉，靠的是

制度创新。山阳区发挥基层政法综治力量作用，

构建以区、街道、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为平台，

以“三官两员一律”即警官、法官、检察官，网格员、

民调员，律师工作协作机制为支撑的“六联”工作

模式，积极推进服务宣传联动、矛盾纠纷联调、社

会治安联防等工作。社区工作人员调解凭的是热

情，法官有专业知识，客观权威，群众听了更信

服。法官进驻丰收小区后，群众在家门口就把烦

心事解决了，矛盾纠纷在诉讼前得到解决，避免因

诉讼产生其他社会问题，“无讼小区”自然应运而

生。

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证明，坚持群众路线

与法治方式相结合，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

治轨道，才能保障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无讼小

区”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从源头上抓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值得大力复制推广。6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以来，长春接连发生多起自然灾害，园林树木不同程
度受损，园林管理部门为此购买了长春市城区公共绿地树木公众责任险。“大树保险”
让权利受损者有了明确理赔渠道，减轻了管理部门的压力，为预防风险和隐患加了一
道防护网。8 图/朱慧卿

11 月 21 日，有网友爆料称，湖北广水 94 岁的

老奶奶行动不便，为社保卡激活被人抬到银行做

人脸识别。事后涉事银行郑重道歉。网友们表

示，银行是可以人性化的，要让智能化、个性化服

务进入社区，方便老人、关照老人。

九旬老人被抬到银行做人脸识别，是银行服

务硬规定下诸多新闻的延续。按照规定，储户不

在现场，或意识不清醒，银行很难受理银行卡密

码重置等业务的。西安 75 岁的病重老汉，被担

架抬进银行修改密码；乌鲁木齐市民王某 80 多

岁的母亲身患老年痴呆症，忘记了银行卡密码，

钱难取出……这些现象看起来不可思议却一再

上演，根源在于银行的服务制度未进一步改进、

优化。满足特殊客户的需求，是某个银行营业部

门的“私事”，却不是银行制度的要求。可见，只

有完善制度，让银行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满足特

殊客户的需求，九旬老人被抬着办业务的现象才

能绝迹。

然而，不是所有服务问题都在银行，毕竟银行

的一些业务项目，是代理的第三方服务，涉及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这个大课题。九旬老人被抬到银行

做人脸识别，银行郑重道歉不是句号。加大改革

力度，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断点、堵点和痛点，形

成一个良性的制度闭环，才能满足公众与日俱增

的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2 （卞广春）

抬九旬老人做人脸识别
银行郑重道歉不是句号不用表情包，就不会聊天了？

我们需要更多“无讼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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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

起草了《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

确，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发布虚假信

息，欺骗、误导用户；不得虚构或者篡改关注度、浏

览量、点赞量、交易量等数据流量。

市场定律昭示，一种营销模式一旦受到过度

热捧，难免泥沙俱下，直播带货也不例外。伴随着

网络直播的火爆，直播带货诸多乱象浮出水面：主

播素质参差不齐，为博流量播出涉黄暴不良信息

有之；电商主播为了销量夸大不实宣传，数据弄虚

作假误导消费者有之；产品质量低劣、侵害知识产

权、售后服务无门亦有之……

直播带货存在的这些问题，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侵害公共利益，不

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有关部门发布《互联网

直 播 营 销 信 息 内 容 服 务 管 理 规 定（征 求 意 见

稿）》，对直播禁止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设置直播

黑名单，明确监督管理机制，无论是维护消费者权

益，还是确保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都是一场

“及时雨”。6 （陈庆贵）

依法拧干直播带货的水分

画中话

杜甫、李白的诗歌诗行缝隙，能腾
出空间放几个微信表情？如果不
愿意破坏诗意，这是一个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全产业链发展
千亿级尼龙产业集群

全球尼龙看中国，中国尼龙看河
南，位于平顶山的中国尼龙城建设正
如火如荼。

11月 2日，走进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产业集聚区内，高耸的反应装置、巨

大的储液罐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平煤
神马集团尼龙科技公司己内酰胺二期
工程如期建成投产。

尼龙6和尼龙66是尼龙产业两大
主导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尼龙
66产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尼龙 66工业丝、帘子布生产规模世界
第一；尼龙 66盐规模位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四；尼龙 66切片规模居全国首
位。相较于尼龙 66的领跑，我省尼龙
6产业还处于培育壮大中，平煤神马集
团尼龙科技公司己内酰胺项目就是为
了补齐这个短板。

放眼整个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
区，尼龙 6 的产业链条正在快速完
善。尼龙科技公司生产的己内酰胺顺
着园区内一条 1.5 公里长的管道直流
而下，成为平顶山三梭尼龙发展有限
公司7万吨/年尼龙 6切片项目的原材
料，尼龙6切片直供给相距500米的河
南锦纶科技公司 10万吨/年锦纶 6民
用丝项目使用，民用丝又作为园区锦
华新材料公司高档锦纶面料的原料，
实现己内酰胺—尼龙 6 切片—民用
丝—锦纶面料的全产业链发展。

尼龙新材料产业作为河南省重点
支持的新兴产业之一；2019年平顶山
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0年被科技
部认定为平顶山国家尼龙新材料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

日新月异
大项目不断推进

近年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以重点项目为主线，加快构建
实体经济新优势。

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围绕尼龙
产业上下游，实施了总投资约 500亿
元的百万吨级己内酰胺、50万吨尼龙
切片、尼龙帘子布智能化升级改造、10
万吨尼龙民用丝、高档锦纶面料产业
园、印染中心、尼龙深加工园等七大具
有战略支撑作用的重点工程，全部建
成后将实现年产值约 800亿元，构建
大尼龙产业集群骨架。目前，已建成
己内酰胺产能30万吨、11万吨尼龙切
片、5万吨高性能浸胶帘子布、4万吨
尼龙民用丝、0.8亿米高档锦纶面料及

尼龙深加工园一期项目。
今年以来，集聚区建成总投资约

60 亿元的 22 个项目，包括锦纶科技
10万吨尼龙 6民用丝项目一期，青岛
奥峰 1.6 万吨硅酮胶、7000 万瓶聚氨
酯泡沫填缝剂，神马尼龙新材 2万吨
改性工程塑料，三信 1万吨尼龙粘扣
带等，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03 亿
元；在建总投资 30 亿元的 18 个项
目，包括河南神马 8 万吨化纤印染
（一期 2 万吨）、神马隆腾年产 5 万吨
聚氨酯组合料、丹尼尔年产 4万吨聚
氨酯材料等项目；计划新开工总投资
约 120 亿元的 28 个项目，包括尼龙
科技己内酰胺技改、锦纶科技公司年
产 10万吨民用丝二期、尼龙化工公司
年产 40万吨煤制氢氨、平煤神马己二
腈等项目。

苦练内功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

近年来，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致力于打造“殷商环境、产业链集群、
综合生产成本最优”三大品牌，不断提
升营商环境，支撑项目落地。

在硬件设施上，一是构建三大交
通物流体系，打造沙河复航工程、尼龙
城铁路专用线、尼龙城骨干路网三大
交通物流体系，形成“公路、铁路、航
运”三位一体物流运输体系；沙河复航
工程明年将实现通航、中国尼龙城铁
路专用线一期项目快速推进。二是构
建电力、蒸汽、天然气、工业水、污水处
理、公共管廊、人力资源七大要素保障
体系，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提供完善的
工业服务型基础设施；目前，实现了区
内入驻项目水、电、热、天然气统一供
应；区内消防站、专家公寓、职工公寓
先后启用为园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配
套服务；随着尼龙城电力有限公司、水
务有限公司、燃气有限公司、印染中心
及热电中心的陆续建成，将使园区成
本要素更具竞争力。三是完善生产、

物流贸易、进出口、生活、产城融合五
大运营服务体系，提供良好的生产运
营环境。

在营商环境建设上，一是建立项
目推进机制，实行项目分包责任制，建
立“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
项目推进机制，为企业建设、运营保驾
护航；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提供一站式
审批服务，共聚市县审批部门等各方
力量，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手续办
理，不让企业多跑腿；三是与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联合组建化纤纺织、工程
塑料、聚氨酯三大研发创新平台。

创新招商模式
扩大开放招商

肩上担负着国家级战略集群发展
的重任，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
区创新招商模式，绘制“四个图谱”，开
展“四个拜访”，围绕全产业链竞争优
势实施精准招商。重点依托区内龙
头企业，组建专业招商团队，围绕己
二酸—己内酰胺下游产业，面向长三
角、珠三角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精准驻地招商等模式，签约了一批
重点项目。

一是绘制四张图谱，开展四个拜
访。绘出了由尼龙产业导图、产品导
图、技术导图、重点企业导图组成的产
业链招商图系（四个图谱），对招商目
标做到心中有数，在招商时按图索骥、
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开展四个拜访，取
得显著成效。

二是政企合作，以商招商。市委
市政府与平煤神马集团深度合作，尼
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与平煤神
马集团下属分公司联手，利用平煤神
马集团公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影响
力和在尼龙产业方面的优势，吸引国
内外知名企业或战略客户来平顶山考
察投资；政府利用本地良好的营商氛
围、服务理念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促使一大批知名尼龙相关企业入驻、

落地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三是依托产业优势，产业链招

商。依托集聚区现有己二酸、己内酰
胺、尼龙 66盐、尼龙 6及 66切片等基
础原料优势，吸引尼龙下游相关产业，
重点围绕尼龙化纤纺织及制品，工程
塑料及制品，聚氨酯及制品等，承接沿
海相关产业转移；利用上下游产业链
互补，和产业集群效应，增强企业在尼
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投资的信心和抵
御市场风险能力。

四是高关联度招商。利用大型
橡塑博览会、尼龙产业大会等行业
影响力较大的会议，召开中国尼龙
城推介会，并邀请国内外有影响力
的尼龙相关产业链企业参加，推介
平顶山发展大尼龙战略举措及优势，
扩大尼龙城影响力，吸引外来企业入
驻集聚区。

今年以来，总投资 94.6 亿元的河
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40万吨
煤制氢氨、平煤神马集团年产 5万吨
己二腈、山西运城制版集团年产 20万
吨尼龙 6膜级切片、鼎尔诚实业有限
公司 3.5万吨尼龙制品项目等 27个项
目先后实现签约、预计年总产值 110
亿元。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主任李红民说：“肩负中国尼龙城
建设的神圣使命，我们将苦练内功，强
筋壮骨，乘势而上，以更加过硬的本领
引领全区高质发展，用不懈奋斗跑出
集聚区加速度，打造国际一流的尼龙
新材料产业基地。”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国尼龙城
——“十三五”区域经济杰出贡献（集群）报道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于2008年启动建设，是规划123平
方公里“中国尼龙城”的核心区，以煤
盐化工、尼龙化工、精细化工为主导
产业，是平顶山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主
战场，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近年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围绕千亿级尼龙产业集群建
设，高起点谋划、高效率突破、高质量
推进集聚区建设；利用尼龙原料优势
扩大开放招商，补短板，延链条，强聚
集，建设化纤纺织及制品，工程塑料
及制品，聚氨酯三大产业单元；在创
新体制机制、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优
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形成了重要客
商纷至沓来，重大项目不断落地，要
素保障持续优化的良好局面。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涵盖尼龙
原材料、中间体到深加工制品的尼
龙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恢弘的千亿
级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已成雏形，
尼龙新材料集聚区现实现入驻项目
96个，建成项目 50个，主导产业占
比 95%以上。当前，在建项目 18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 28个，正在谋
划项目17个，发展势头强劲。

2019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 31.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 12.5%，在年全省 181 个省级产
业集聚区综合排序中位列第25位，
进入全省产业集聚区第一方阵。

□李保平 杜艺冰

国家新兴战略集群——千亿尼龙城。图为恢弘的尼龙城一角

现代化的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