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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顺应和追逐时代大
势，碳中和是必选之路。

□张淳艺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后，

多个与“三星堆”相关的商标被申请注册，目前商标

状态多为“申请中”。三星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4 月

6 日告诉记者，虽已经做了商标保护工作，但“防不胜

防”。（见4月7日《广州日报》）
“三星堆”并非首次遭到商标抢注。早在三星堆

遗址祭祀坑刚发掘时，很多商家就发现了其中的商

机，竞相申请“三星堆”相关商标。据三星堆博物馆负

责人介绍，他们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三星堆”商标的

保护工作，但是因涉及文字、图形等方方面面，使该商

标的保护陷入了“防不胜防”的境地。对于商标保护

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某个商标下 45个类别全部

注册，不给他人可乘之机。不过，这样做成本太高，如

果商标注册后 3年内没有使用，就又可能被撤销。三

星堆博物馆工作人员坦言，“商标注册种类太多，我们

博物馆是无法注册三星堆相关商标的全门类的。”

当下，面对“三星堆”商标遭抢注，最现实的方法

就是运用法律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

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

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作为三星堆遗址的管理部

门，三星堆博物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以

依法主张在先权利，维护“三星堆”品牌。对于初步

审定公告的申请注册商标，三星堆博物馆可以在公

告期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由其作出不予注册决定。

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可以在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

内，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从长远来看，更有效的办法则是请求驰名商标保

护。根据相关法规，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就可

以实现跨类别保护，从其注册类别的商品，扩大到其

他类别的商品，从而最大限度保障商标权利。

故宫就是一个成功例子。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

商标保护，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持有的“故宫”“紫禁

城”就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成为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项目的首例旅游类驰名商标。近年来，随

着故宫成为超级文化 IP，一些企业想借机“蹭热点”，

争相抢注“故宫传奇”“故宫营造”“故宫皇妃”等与

“故宫”沾亲带故的商标。但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故

宫博物院的“故宫”商标已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这些

非故宫博物院申请的类似商标最终不大可能被审核

注册。在这方面，三星堆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不妨多

向故宫学习。5

经历了此前多家媒体的点名批评后，许多

以“ 大 胃 王 ”为 卖 点 的 吃 播 博 主 已 经 有 所 收

敛。但一种以喝酒为主题的“海量喝播视频”

却冒出了头。有博主甚至一口气就喝下一大

瓶白酒，让人看着都觉得肝疼。（见4月6日《北
京日报》）

打着美食的幌子，点击进入后却是“比多

比快又比怪”的比拼喝酒表演。一些网络主播

为了吸人眼球、赚取流量，可谓挖空心思、招数

想尽，“吃播”唱罢，“喝播”登场。任由这种罔

顾身体、自毁形象的“喝播”行为泛滥，到头来

不仅会得不偿失，甚至有可能面临性命之忧。

杜绝此类有悖常理、有损形象、毫无正能量

可言的“海量喝播视频”，所有博主都要头脑清

醒、是非分明、坚守底线、自觉远离；网络平台要

对视频播出制定标准、提出要求、严格把关、强

化监管；广大网友也不能只当事不关己的看客，

更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对于此类低俗视频要严

格抵制、敢于说不并及时举报。只有让“海量喝

播”视频失去支持、失去市场，才能有效抑制此种

以豪饮表演制造吸粉噱头的乱象。5（张玉胜）

媒体调查发现，目前，视障人士的“导盲

权”仍遭遇诸多现实困境，一方面是导盲犬数

量与视障人士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另一方

面是社会公众对导盲犬接受度不高，视障人士

带导盲犬出行的法定权利难以落地。（见4月7
日《法治日报》）

近日一则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中

的女士是一位视障人士，黑色犬是一只导盲

犬。她的导盲犬在小区里定点排便却遭到所

住小区其他居民投诉甚至驱赶，不得已带着导

盲犬走出小区，不慎摔倒。还有视障人士带导

盲犬进饭馆遭拒。《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

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场所的工作

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

《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有类似规定。但落实起

来仍有阻力，主要是因为得不到应有重视，尚

需更“硬核”的措施落实。

导盲犬没有被善待说明，全社会对导盲犬

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相关法规细则亟待出

台。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引路的“明灯”，

少了这双“眼睛”，盲人出行就有很大麻烦，甚

至可能发生意外。希望各地都能把“导盲权”

落实到位，文明社会应该善待导盲犬。关爱弱

势群体是全社会的责任，少一些质疑和冷漠，

多一些理解和关爱，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会多一

份欢歌笑语。7 （刘天放）

“海量喝播”赚流量不可取

善待导盲犬就是善待盲人

新房 2楼层高只有 1.3 米，业主称只能跪着走。据《北京晚报》近日报道，
成都新都区保利大都汇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买的新房让业主们实实在在地感
受了什么叫作“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据业主们说，当初购房时，开发商宣
传的是精装跃层，可是现在收房却发现，跃层部分人无法站立，精装的部分也
是问题颇多。5 图/王怀申

“三星堆”遭抢注，不妨学学故宫

□顶端新闻评论员 裴熔熔

近日，河南省碳中和债券发行培训会在线

上召开，省内市县金融局资本市场业务人员，具

有发债资格的重点国企、城投公司融资业务负责

人共论这一新融资工具。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

却意味着“碳中和”这把“碳火”已经在中原点燃，

以何种方式深度践行“碳中和”目标，成为当下和

今后一段时间内河南各界必然要思考的问题。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

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

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也

就是说，社会经济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

化碳吸收总和为零。

2020 年 9 月，我国首次向全球宣布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标，将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

诺，也对国内的能源结构转型调整、技术优化升

级带来了直接倒逼，催生和加快工业、交通、能

源等各个领域新目标与新路径的设定。

河南作为人口与工业大省，也顺势而动。

2020 年 11 月 6 日，信阳市政府与住建部科技与

产业化发展中心签约，启动国内首个碳中和示

范园区建设；今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提

“碳达峰”“碳中和”；2021年 3月 17日，焦作市政

府与启迪环境、城发环境（黄河环境）签署碳中

和战略合作……

河南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等特征

较为突出，缺油少气、风光资源一般，实现“碳中

和”目标，更加迫切也更具挑战。河南企业如何

直面“碳中和”成为颇具难度的必答题。

解题的关键，是思路的转变。

要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生产工

艺、消费体系等必然要随之调整，其意义不仅在

于企业自身的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鼓励企业

加强技术研发创新，以碳中和为契机，倒逼我国

低碳技术转型。这一过程为企业带来的转型升

级阵痛不可避免，例如短期增加的成本压力、技

术升级面临的难题、人才缺乏的制约。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

发展，顺应和追逐时代大势，碳中和是必选之

路。同时，其中蕴含的商机同样不容小觑。

仅以即将设立的碳交易市场为例，有机构

预计，目前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市值可

能达到 1500亿元人民币，并且到 2030年还有巨

大的碳减排空间，碳交易市场价值有上行预

期。随着碳交易市场的不断金融化，在碳配额

和项目减排量等碳资产现货的基础上，碳期货、

碳期权、碳远期、碳掉期、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

融衍生品也将渐次出现，如果考虑到期货等衍

生品交易额规模则可达 6000亿元人民币。

在此过程中，新的事物、新的业态也必然催

生，例如碳盘查、碳核算、碳审计等咨询服务业，

与碳减排、碳回收、碳利用相关的工程技术和装

备制造业，这些对于工业基础完备的河南企业

来说，都是值得把握的掘金点。

对于河南众多企业来说，当下应该做的，是

转变思路，立足未来看今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主动寻找问题破解之法，以“碳中和”目标倒

逼当下各项技术、流程、管理的优化升级，将绿

色、减碳、零碳的理念付诸实际运行中，及时把

握随时而来的各种机遇，切忌被动“等、靠、要”，

干到哪儿算哪儿。

“星星之火”已在中原大地燃起。新乡化纤

正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推进绿色纤维的

制造，特别是零碳纤维的制造，努力在 2028 年

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35年实现 40%碳减排，在

2055 年实现碳中和；神火股份将电解铝项目搬

至云南，其中电的来源也由火电变为水电，实现

了原料的零碳目标……

这波来势汹涌的“减碳”浪潮，为河南企业

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我们的未来大有可期。5

河南企业怎样直面“碳中和”？

辉煌百年路 花开新征程
——写在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之际

（上接第一版）其品种繁多，花色奇绝。清明谷
雨，洛阳城花海人潮，竞睹牡丹倩姿芳容。

富有历史价值的事物，总是凝聚着时代的
意义。牡丹文化节 38 年“花开不败、常开常
新”，在与时代浪潮的一次次碰撞中，成就了千
年的绽放。只要牡丹在，洛阳城就有十万个信
心，迎接新的春天。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是出彩“十三五”、
奋进“十四五”两个历史时期的交汇点，也是洛
阳高质量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全面建设现代化
强市的起步之年。置身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办
好今年牡丹文化节，对于在洛阳营造共庆建党
百年华诞的浓厚氛围、凝聚携手奋进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本届牡丹文化节主题为“辉煌百年路，
花开新征程”，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开
局和加快建设洛阳都市圈等要素为策划要
点，筹划设计了“春天的交响”“最美的洛
阳”“绽放的百年”三个篇章，展现洛阳“古今
辉映、诗和远方”的城市形象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将举办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沿黄九省“千人同书·百年辉
煌”大型书法活动。届时，千名书法家将同时挥
毫书写“百年辉煌”，聆听“一朵花”与“一个节”
的同频共振，感受“一座城”与“一个国”的同心
共进。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节不同。”38
载芳菲背后，洛阳以一次次守正创新的表达赋
予河洛文化新的内涵。“洛阳牡丹文化节”这张
金灿灿的“国字号”文化名片已然成为洛阳弘
扬优秀文化、促进多产融合、提升城市影响、幸
福广大群众的重要平台。

重提升
古都吐蕊焕发熠熠华光

在洛阳牡丹的故事里，从来都不只是一朵
花的“芳华绽放”，更是一座城的“新姿焕发”。

一年前的春天，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加快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为洛阳发展把
脉问诊、谋篇布局、指路明径，重磅加持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成为洛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春回河洛又一年，洛阳地铁 1号线开通运
行，地铁 2号线单侧隧洞全线贯通，翠云峰等
30余座城市立交建成投用；呼南高铁豫西通道
今年有望开工，动车组存车场投用在即，“十字
形”高铁枢纽呼之欲出；109个城建项目即将
完工惠民，迎来又一个“花开时节”……

“节”与“城”的互促共进是“花”与
“人”的和谐共舞。“十三五”期间，洛阳以

牡丹文化节为节点强力攻坚，推
动城市基础建设能力和

水平上台阶，在路
与桥的延伸中，在

城市书房的
朗朗诵读中，

在乐道游园的悠哉游憩中彰显城市蝶变。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品质持续提升，

以节促建、以节促管的办节宗旨深入人心，让
洛阳在新征程的发展舞台上舒展着“花开时节
动京城”的新时代魅力，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

“诗和远方”。
伴随着洛阳都市圈建设和现代化强市建

设全面启动，洛阳将以一花绽放引来满城精
彩，展现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新气象。

促融合
大好“节”点构建场域“强磁场”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牡丹文化节之于洛阳，更是一块融合的

“强磁场”，助力洛阳不断绘制好融合发展“工
笔画”。

牡丹博物馆、客家之源纪念馆开馆在即，
黄河流域非遗保护展示中心、隋唐大运河文化
博物馆等加快建设，“东方博物馆之都”初具规
模；二里头遗址申遗全面启动，全国石窟寺保
护与考古工作座谈会在洛召开……

近年来，洛阳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
系，致力推动文旅融合“三个转变”，加快产业
重塑和融合，打造“永不落幕的牡丹文化节”。

同时，洛阳强化线上线下融合，深化文化旅游
融合，着力推进文物文化文创融合、景区景点景观
融合、项目场域载体融合，真正打造成为彰显特
色、展示形象、汇聚资源、厚植优势的“强磁场”。

牡丹文化节作为洛阳城市节会的“王牌”，
还搭建起洛阳与外界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吸引
要素汇聚，厚植发展优势，使之成为构建场域
载体的大好“节”点。

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39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洛阳市政府主要领导
介绍，洛阳坚持以开放引领副中心城市和洛阳
都市圈建设，在节会期间策划安排了投资贸易
洽谈会、郑洛西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中国
（洛阳）牡丹籽油国家标准制定暨牡丹产业发
展研讨会、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洛阳）高峰论坛
等一系列高规格的经贸交流活动，汇聚高端人
才，共商区域协调发展大计。

一花引得百花开，百花“融”出盛景来。
洛阳以“牡丹”为媒、“节会”为魂抓住人间

最美四月天，融入大格局、构建“强磁场”、创造
新优势，让牡丹成为这片沃土之上的“惊鸿一
瞥”，更承载着洛阳融合发展的“壮志凌云”。

惠民生
“圈”内联合擦亮幸福底色

“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古
有曹植为洛神作赋，今朝洛阳用浓墨重彩为牡
丹吟诗，不仅在于它“有此倾城好颜色”，更因
为它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殷殷盼望。

从“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一路出发，尤其
是“十三五”以来，牡丹文化节再添“惠民基因”。

在持续实施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
收费、外地车辆不限行、餐饮住宿控涨幅、特殊
群体免费游等“三不一控一免”惠民政策的基础
上，今年洛阳还新增了年票景点增范围、公交车
辆增班次、来洛赏花有“牡丹号”专列、乘坐地铁
有折扣、假期停车不收费等“两增两有一不”的
惠民措施，给广大游客提供最佳旅行体验。

今年清明假期是洛阳地铁1号线开通以来
的首个小长假，“坐地铁、游古都，赏美景、看牡
丹”成为洛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洛阳市轨道
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地铁 1号
线客流量连破纪录，日均20万人次。乘坐地铁
出行游玩，已成为洛阳旅游新的打开方式。

综观今年牡丹文化节，洛阳不仅“上新”不
少惠民政策，还联合洛阳都市圈区域城市推出
洛阳都市圈旅游年票，花60元即可“打卡”53家
景区，同时还发布 160余项春季文旅联动活动
和 8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了“文旅都市圈、相
约洛阳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惠及
区域内更多群众，让“一城”与“一圈”共惠，使广
大游客的幸福指数内涵更厚重、成色更饱满。

与此同时，洛阳市还将严格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统筹做好道路交通、餐饮卫
生、景区景点、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和社会面
管控，以万全之策为群众奉献一个安定有序的
高质量节会。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

洛阳将千年牡丹和河洛文明的精华赓续
流传，不断描绘“花与节”“花与城”“花与人”的
新蓝图。

盛会在即，洛阳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一起
倾听盛世牡丹绽放的声音！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前牡丹盛放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前牡丹盛放 段万卿段万卿 摄摄

洛阳市体育公园内繁花似锦洛阳市体育公园内繁花似锦 段万卿段万卿 摄摄

4月 2日，河南省文化旅游消费季暨第
五届河洛文化大集在洛阳广州市场步行街
开幕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供图

第五届河洛文化大集上琳琅满目的商
品吸引了“唐妞”的目光 隋唐洛阳城国家
遗址公园供图

在洛阳天堂明堂景区，盛开的牡丹吸
引了不少游客赏花游玩 段万卿 摄

洛阳市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多个品种
的牡丹已经盛开 安瑞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