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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不久前，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了濮阳、洛

阳、禹州、商丘等 6 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至此，河南省高新区实现了省辖市全覆盖，

数量达到了 38个，其中国家高新区 7家，省级高

新区 31 家，高新区总数列全国第四位，中部第

二位。

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

发区在内，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

仅是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而且在现代

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征程上做到“两

个确保”，必须在中心城市“起高峰”、创新开放

“建高地”的同时，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为

此，省委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一县一省级开发

区”作为重要载体。

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招商引资的

主阵地，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宏观政策、管

理体制等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推动开发

区真正成为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

擎，有助于全面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持续壮大

县域经济实力。建立全省统筹、国家对口、职

责明晰、协调联动的开发区管理体系，要深化

放权赋能改革，赋予县（市）更多经济管理权

限，使县域发展要素配置更加高效、内生动力

充分激发、质量效益全面提升。

作为全省唯一一个依托县域经济发展的

工贸型综合性省级开发区，潢川经济开发区在

今年年初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信阳市潢川

经济开发区赋权移交工作会议宣布，向潢川经

济开发区赋予 55 项行政权力，其中包括 9 项市

级行政权力和 46 项县级行政权力。继“管委

会+公司”的改革方案获信阳市深改委批复同

意之后，潢川经济开发区再次喜提政策大礼

包。55 项原属市、县的行政权力下放到潢川

经济开发区，极大地丰富了审批权限、提高了

办事效率，更进一步激发了改革创新的活力和

内生动力。

持续把县域治理“三起来”作为根本遵循，

就要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彰显特

色，在创新体制机制中激发活力、破解难题。

县域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把“一县一省级开发区”作为重要载体，就

要系统谋划、科学统筹，抓住重点、扭住关键，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开发区为龙头，创出

具有县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就能以县域

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以县域之彩助力全省出

彩。7

评论│072021年9月 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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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论场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
象，不仅是区域经济最为活跃
的增长点，而且在现代化建设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别让“超前点播”透支平台信用

向“一县一省级开发区”迈进
——大力推进我省县域经济“成高原”（下）

尊重是给老师
最好的礼物

锐评

今日快评

画中话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存在明显漏洞，游戏租号、借号、买号交易
出现在电商平台上。尤其是租号，单小时成本仅几元钱，且不验证求租者是否成年，就可以
做到任何人“打游戏不限时”。7 图/王铎

□吕志雄

佳节又到，近国庆中秋，遍地花簇。细雨刚洗

树翠，菊开如瀑。遥想学校花应盛，祝恩师无垠鸿

福。育人兴国，苦心天鉴，玉身山矗。

念昔日风华正茂，站三尺讲台，不分昏夙。只

愿龙门鱼跳，岂争荣辱？青春岁月随流水，但赢得

桃李香馥。梦中常见，一头霜发，夜灯幽独。

在教师节，笔者奉上一阕《桂枝香》，献给我

的中学老师。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中学，

那时候的老师是教鞭敲着催征鼓、弯腰托起学生

身，铆足劲拼了命，要把我们农村孩子送进高一

级学府。说“站三尺讲台，不分昏夙”，绝不是夸

张，而是写实。上初中、高中时，无论是早自习还

是晚自习，老师们都会到教室，随时接受学生提

问。有那么几天，笔者晚上逃出学校看电视剧，

到晚上十二点回来时，赫然见班主任就坐在宿舍

里。那时候，老师们连加班费也没有，却总是互

相争夜自习、早自习的辅导权，他们争的其实是

“桃李香馥”，真的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

但是，后来教育出现了一些商业化苗头，先是

学校办上了收费的假期辅导班，被禁止后，又有社

会上办的课外辅导班兴起。教师这个让人尊崇的

职业随商业化失去了光环，一些老师也变成了家

长出钱招雇的教书匠，原有的崇高形象不再。

事实证明，教育一旦商业化过浓，公益性不

显，就会让教师进入资本营造的唯利是图的牢笼，

教师令人尊崇的社会形象也必然要大打折扣。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教育改革不断在深化。最近实施

的“双减”政策，就是促进教育向公益性回归，也是

让教师向令人尊崇的地位回归。

“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的工作量明显增

加。“五加二”课后服务政策要求，一周五天在放学

后，学校要推出两个小时的服务时间。在这个时

间段，老师可以辅导孩子完成作业，或者是引导学

生参加一些兴趣活动。这仿佛是回到了笔者所处

的中学时代，老师们又是“不分昏夙”地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呕心沥血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为家庭育顶梁柱。

老师，理应得到更多尊重。“为学莫重于尊

师”，对教育最大的支持，给教师最好的礼物，莫过

于尊师重教。全社会要通过精神上的褒扬、物质

上的激励，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

羡慕的职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教师赤

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得到爱的回报。

敬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7

□高雨琪

9 月 9 日，就近期引发热议的视频点播机

制，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回应：视频平台的 VIP

服务应依法合规、质价相符，少一些套路、多一

些真诚。“超前点播”再度引发热议，这次是因

为近期热播的《扫黑风暴》。优质剧情吸引大

量用户充值 VIP 会员，但舒适看剧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VIP 会员之上，还有“逐集解

锁”的“超前点播”。消费者吐槽自己的会员

“提前看”权益严重缩水，上海市消保委也于近

日发声，认为视频平台漠视消费者选择权。

视频平台提供优质内容，消费者根据需求

充值会员，这本无可厚非。消费者花钱购买舒

适的观看环境、购买值得信赖的平台内容，这

是其对视频平台的喜爱。反观视频平台的做

法，无论是会员也关不掉的各式广告，还是“逐

集解锁”的“超前点播”，都反映出对消费者合

理权益的漠视、对消费者喜爱信赖的透支。无

法关闭的弹出广告损害了消费者的观影体验；

捆绑销售的逐集额外付费超前点播，让已付费

用户本该享有的权益大大缩水；未在显著位置

标注自动续费规则更是有意直接从消费者的

口袋里掏钱……视频平台真诚的服务少了，消

费者的付费意愿也就降低了。

因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文章中明确表

态：超前点播重自愿，逐集限制要取消；广告特

权应保障，违法推送要杜绝；自动续费套路深，

计费规则要公平；协议不得随意改，用户权益

要落实。这是监督机构的倡导，也是广大用户

的心声。消费者希望优质内容百花齐放，更希

望优质服务落地生根。视频平台想要多赚钱

无可厚非，进行商业模式探索也实属正常，但

既然赚了消费者的钱，就应当考虑消费者的需

求、尊重消费的意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样

才能赢得消费者的真正喜爱。

9 月 1 日，腾讯视频发布有关优化超前点

播的声明，同时表示将会探索更加符合用户需

求、符合市场规律的视听服务模式。爱奇艺也

表示，可单集点播的功能预计于 9 月 15 日上

线。具体做法还需观望，但诚恳态度值得支

持。期待所有视频平台能回应各方期盼，让消

费者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得到质价相符的回

馈。1

防汛防疫“绷紧弦”
复工复产“拉满弓”

7月下旬以来，接踵而至的汛情、
疫情，给新郑市文旅行业带来重创。

面对考验，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
郑州市委市政府、新郑市委市政府工
作安排，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系
统党员领导干部迎难而上，全面开展
A级景区“大抢修、大排查、大培训、大
练兵”专项行动，用脚步丈量灾后重建
的速度和疫情防控的强度，提速灾后
恢复重建步伐，加快文旅复工复产。

设施损毁、淤泥遍地，景区面目全
非……特大暴雨肆虐中原，新郑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第一时间组织新郑
市博物馆、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具
茨山、黄帝千古情等景区，对景区道
路、桥梁、栈道、供排水系统、供电系
统、通信系统等重要点位进行拉网式
隐患排查，共排查40多处景区道路受
损、建筑墙体被水浸泡、基础设施被毁
等隐患。紧接着，景区迅速进入抢修
阶段，新郑市博物馆、郑国车马坑遗址
博物馆、黄帝千古情、千稼集等一处处
昔日美景再露芳容。

斗罢水灾，疫情卷土重来。新郑
市所有景区、体育场馆、文化馆等公共
文化娱乐场所紧急闭园，进行全方位
卫生消杀。与此同时，景区分类培训、
实践活动此起彼伏，应急预案演练、岗
位练兵纷纷展开。新郑市博物馆、郑
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黄帝千古情等
通过云展览、云推荐、云营销等方式拓
展旅游市场，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争
做文旅复苏、拉动消费的排头兵。

当前，新郑市以文化特色彰显工
程为抓手，积极开展全域旅游、智慧旅
游、品牌旅游，打造以黄帝故里为核心
的全域旅游目的地，展现黄帝文化历
史名城的独特魅力，为建设现代化国
内一流中小城市提供重要支撑。特别
是在“涝疫结合”的艰难时期，新郑市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景区修复和
重建，加快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有效助
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防汛防疫“绷紧弦”，复工复产“拉
满弓”。目前，黄帝故里提升改造工程
步履加快，具茨山、新郑市博物馆汛后

抢修分秒必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均
已整装待发。已经恢复开园的郑国车
马坑遗址博物馆、黄帝千古情、欧阳文
忠公园、好想你红枣小镇等景区正以
更好环境、更优服务、更新形象迎接金
秋旅游高峰。

丰收美景映中原
枣乡风情醉金秋

“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
盘。”在新郑市薛店镇好想你红枣园，
一簇簇或红或青的枣儿挂满虬曲盘旋
的枝丫，煞是喜人。

9月 12日，作为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丰收中原·老家河南”系
列活动之一，中华枣乡风情游即将启
幕。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里，数以万
计的游客将徜徉在黄帝故里、郑韩故
城、红枣之乡，为新郑文旅顽强重启再
添动力。

自 1998年以来，集观赏性、娱乐
性、参与性、知识性于一体的中华枣乡
风情游活动，已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
省一张文化旅游名片。今年的中华枣
乡风情游活动以“传承中国红·轻养生
活行”为主题，呈现红色枣乡、云上枣
乡、乐在枣乡三大特点，依托好想你工

业园区、红枣小镇和好想你金鹭鸵鸟
园，打造集生态旅游、健康养生养生、、文化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党徽闪耀党徽闪耀，，一棵仿真古一棵仿真古
枣树缀满颗颗红枣枣树缀满颗颗红枣。。好想你新时代红好想你新时代红
色枣园和以红枣文化为核心的文创馆色枣园和以红枣文化为核心的文创馆
将首次亮相将首次亮相，，让更多游客在枣园重温让更多游客在枣园重温
革命历史革命历史、、了解红色文化了解红色文化、、接接受红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

这不仅是一场红色教育之旅、枣乡
风情之旅，也是一场体验工业文明的时
光之旅。此次活动将通过全民直播、
VR实景等形式，展示红枣节盛况，打造
云枣园、云展厅、云游记三大板块，实现
全民互动打枣，全民共享云上红枣节。

在新郑，传统枣园的功能已悄然升
华。行走在“好想你”工业园360度智
能观光车间，隔着透明的玻璃墙，看颗
颗红枣在流水线上跳跃，冻干车间里，
网红产品“清菲菲”的智能化生产过程
一览无余，令人叹为观止。红枣小镇枣
园入口处，“枣想你回来”几个大字，更
是道出了大家期盼美好的共同心声。

赏秋色、品大枣、醉田园……美好
归来，美景入目，中华枣乡风情游把金
秋中原大地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也
将吸引海内外的游客走进新郑、游在
新郑、乐在新郑。

景区惠民喜乐多
文旅经济后劲足

9月 5日，历经灾情疫情的双重冲
击，闭园一个多月的黄帝千古情景区
重新开放。大型演艺《黄帝千古情》气
势恢宏，公园内的“穿越快闪”“鼓上舞
蹈”“锅庄狂欢”等演绎精彩纷呈，赢得
许多游客连连叫好。

连日来，复工复产让新郑市文化
旅游市场一扫“涝疫结合”的阴霾，蓄
势重启。文化旅游场所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同时，一系列活动及优惠

政策轮番来袭，邀您前来感受全新的
魅力新郑。

12月31日之前，黄帝千古情景区
执行抖音直播间特惠价，91.9元“周年
庆单人票”、119元“单人无限次入园
卡”、179元“单人无限次入园+无限次次
演出卡演出卡””每一张都让人心动每一张都让人心动。。郑国车郑国车
马坑遗址博物馆的半价门票政策马坑遗址博物馆的半价门票政策、、欧欧
阳文忠公园的拓片艺术体验阳文忠公园的拓片艺术体验、、红枣小红枣小
镇以券代票的入园形式镇以券代票的入园形式，，郑韩故城国郑韩故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家考古遗址公园、、新郑市图书馆新郑市图书馆、、城市城市
书房免费开放书房免费开放，，文旅活力不断涌现文旅活力不断涌现。。
新郑市出台的自驾游及组团奖励政新郑市出台的自驾游及组团奖励政
策策，，为行业的复苏提振信心为行业的复苏提振信心。。

““群众对文化旅游的期待长期存群众对文化旅游的期待长期存
在在，，这是旅游业界战胜疫情和复苏振这是旅游业界战胜疫情和复苏振
兴的信心兴的信心。”。”据好想你工业示范园负责据好想你工业示范园负责
人人介绍介绍，，随着枣乡风情游随着枣乡风情游、、中秋假期中秋假期、、
国庆黄金周相继来临国庆黄金周相继来临，，新郑金秋文旅新郑金秋文旅
市场将再次迎来旅游高潮市场将再次迎来旅游高潮。。

“景区复工复产是抢抓秋冬季旅
游经济的保障，这对于稳定新郑文旅经
济盘，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有效释
放消费潜力，意义尤其重大。”新郑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舒
琪表示，新郑以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副中心为统揽，着力打造黄帝文化历史
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宜居宜业生
态城市。接下来，新郑文旅业将紧抓

“金九银十”的旅游新高潮，坚持疫情防
控常态化，组织丰富的节庆活动，提升
服务质量，让游客尽情领略“黄帝故里·
郑韩故城·红枣故乡”的诗和远方。

“涝”“疫”已远去，美好“郑”归来。
走进“醉”美新郑，这个夏天所有的遗
憾，都已化作这个金秋惊喜的铺垫。

□张莉娜 程倩

“涝”去“疫”散，美好归来。

9月 12日，“丰收中原·老家

河南”2021年中华枣乡风情游活

动将欢乐开启，新郑多彩金秋游

也将由此拉开帷幕。历经汛情、

疫情的双重考验，文旅场所关门

闭园40多天后，新郑文旅经济全

面复苏、精彩重启。

从被迫按下“暂停键”到奋力

打开“重启键”，从闭园“空档期”

到提质升级“黄金期”，新郑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系统一群人、一

条心、一起拼，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及复工复产，以更美的“诗与远

方”迎接八方宾客。

新郑文旅欢乐重启新郑文旅欢乐重启 枣乡风情盛装开游枣乡风情盛装开游

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欧阳文忠公园

魅力新郑秋正浓魅力新郑秋正浓 枣乡风情醉宾朋枣乡风情醉宾朋

一生必看的演出一生必看的演出《《黄帝千古情黄帝千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