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评论│032018年6月 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婵 美编 党瑶zysp116@163.com

今日快评

中原大地上众多精彩纷呈的
非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
史的长卷上，是我们民族精神
传承、文脉赓续的重要象征，
更是我们坚定树立文化自信
的宝贵源泉。

让古老非遗焕发新活力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被称为“民族记忆的背影”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今天的河南，早已不是古老的代

名词，而是通过各种创意，解锁出 N 种玩法，

连接传统与现代，成为有底蕴的新风尚。（见
6月11日《大河报》）

文同脉，情同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

类文明的记忆载体，是蕴藏民族精神的符号

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原大地上

众多精彩纷呈的非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长卷上，是

我们民族精神传承、文脉赓续的重要象征，更

是我们坚定树立文化自信的宝贵源泉。如何

让古老的非遗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我省非遗

保护传承逐渐呈现出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我

们提供了丰富的解题空间。

非遗+创新。2015 年底诞生于郑州的戏

曲 APP“戏缘”，是国内第一个“互联网+戏曲”

移动平台，凭借戏迷打擂、名家教学、大戏欣赏

等栏目和诸多线下活动，“戏缘”吸引了大量粉

丝关注，多个剧种的一大批知名院团和戏曲艺

术家进驻线上工作室；90后设计师琚瑜将现代

设计理念和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他设计的

版画元素被附带到了挎包、T恤、挂历、礼盒包

装等上面，个性十足。对高科技利用较少、程

度低，工艺设计或创造理念陈旧、过时，是阻碍

非遗传承与发扬的一大障碍，借助现代科技和

互联网的风口，让非遗成为网络世界里的“爆

款”，为传统非遗文化注入现代生活理念，提高

非遗传承人对现代审美、造型等社会需求方面

的见识和认知，才能更好地展现非遗之美、传

播非遗之最。

非遗+扶贫。平顶山市宝丰县以“学习

传统工艺，走向共同富裕”为主题组织非遗

剪纸传承人，为 60 余名贫困群众传授剪纸技

艺。淮阳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泥

狗的发祥地，当地因势利导，组织帮扶农村

留守老人和妇女捏制泥泥狗，并统一收购销

售，帮助农民走上脱贫致富小康路。截至目

前，全省贫困县共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229 个，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 110

人。充分发挥各地非遗传统手工艺优势，实

施文化扶贫、非遗扶贫，不仅能帮助非遗项

目和传承人振兴传统工艺，丰富贫困地区群

众的精神生活，还能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可

谓一举多得。

非遗+旅游。“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

年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期间，

河南的木版年画、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引

外国友人赞不绝口。近年兴起的文化旅游

热，给非遗保护注入了新的生机。非物质文

化遗产，既无形又“有形”，让其完美地呈现

在游客面前，就要用符合当下消费者需求的

方式，将其包装成可互动、体验、带走的产

品。要立足文化的根源进行旅游开发，形成

“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让游客获得

体验式旅游感受，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好地

领略非遗的魅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远方的诗，历经岁月

洗礼魅力无穷。它不仅代表过去，更属于现

在与未来，筑其魂，扬其韵，传其神，呵护非

遗人人有责，守望家园你我同行！8

绘制“暴雨安全出行图”
近期南方地区暴雨频密，市民要小心路面湿滑，注

意交通出行安全，外出尽量携带雨具，并在暴雨时段谨

慎驾车。（见6月11日《广州日报》）
暴雨时节，由于有的道路被雨水覆盖、涵洞被雨水

灌满、窨井盖被雨水冲走，无论是开车出行还是步行外

出的人们，都可能遭遇危险和困境。保障暴雨时节安全

出行，不能只是依靠及时发布天气预报。建议城市管理

部门能绘制一张“暴雨时节出行安全地图”，将城市最容

易出现积水的地方、最容易出现事故的路段、最容易判

断失误的地下涵洞，在地图里标注出来。做到这一点有

两个办法：一是依据往年的情况，收集相关数据；二是根

据最新的情况，将“危险的路段”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此外，还需要借助电子设备实现安全预防。比如，

可以将“暴雨时节危险路段信息”借助交通广播发布，

或者是责令“汽车导航仪”服务商，及时更新“暴雨时节

出行危险路段”信息。有了这样的服务，就能尽可能减

少危险发生。1 （郭元鹏）

锐评 画中话

10 日上午，在京 31 所高校齐聚北京建筑大学大

兴校区，联合推出高招咨询会，人工智能、大数据、新

工科等相关专业成为咨询热点。（见 6月 11日《北京
日报》）

有人把填报高考志愿称为“第二次高考”，由此可

见其重要性。如今很多高校与时俱进，纷纷开设了

所谓的“爆款”专业，吸引了广大考生和家长们的关

注 。 据 统 计 ，2017 年 新 开 设“ 数 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

术”专业高校数量达 250 所。这体现了高校引领时

代 潮 流 的 特 点 ，但 是 站 在 准 大 学 生 们 的 角 度 来 看 ，

却 应 该 保 持 必 要 的 冷 静 与 理 性 ，不 能 仅 仅 追 着“ 爆

款”专业跑。如果一窝蜂报考某个专业，“撞车”的

风险很大。无论专业多么“爆款”，多么火热，考生

都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特长、爱好与专业的“匹

配度”，如果只是奔着四年后的好就业、待遇好而盲

目选择“爆款”专业，但是学习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

擅长，这样是很难真正学好的。

专业的“火”与“冷”都有相对性，需要放在更广的

维度考量，现在的热门说不定几年之后因就业不佳被

亮“黄牌”。而即便现在读了冷门专业，只要感兴趣，通

过努力学习成为这一行的“高精尖”人才，那么一样可

以成就自我、创造价值。8 （苑广阔）

众议

报志愿别只追着“爆款”跑

据 6月 11日《北京晨报》报道，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二孩满
月酒让人有点招架不住，本是该真诚送祝福的事情，却有点变了“味儿”。民
俗专家建议，庆祝新生儿满月的方式在秉承美好祝愿的基础上应多创新，移
风易俗。8 图/王成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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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电商“二选一”该动真格了
□连海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召开“6·18”网

络集中促销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京东、阿里巴

巴、苏宁易购等 12 家网络交易平台（网站）相关

负责人出席。座谈会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积极履行网络经营主

体责任，其中特别提到，禁止通过协议等方式限

制、排斥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平台组织的促销

活动。

在“6·18”电商购物节即将来临之际，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集电商“大佬”开会，给电

商平台促销活动立规矩，如此积极履职实在用

心良苦，尤其是对少数电商平台惯用的“二选

一”手法旗帜鲜明说“不”，来得及时而且很有必

要。

电商利用更丰富的选择、更实惠的价格、更

优质的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是

一件大好事，但是少数电商平台却利用自己的

江湖地位，要求入驻商家“二选一”，这是在人为

制造“不平衡不充分”，失却了基本的商业道德

和社会责任。

对少数电商平台来说，“二选一”是一种排

他性交易，是利用自己垄断地位打压竞争对手

的有效手段，而且经过多年实操，“二选一”已成

为一种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要他们马上终结

“二选一”，可能会引起些许“不适感”。然而，形

势比人强，面对监管部门动真格，电商平台必须

以大局为重，逐渐转变经营策略，摆脱对“二选

一”的依赖，重新回到公平竞争起跑线上。

对市场监管部门来说，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是

一个重大考验。靠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平台或商家进

行举报，无疑是重要一环，但平台和商家未必都有取

证能力，而且随着禁令到来，个别电商平台“二选一”

可能更趋隐晦，举证难度加大。这要求监管部门要

有主动意识，事前主动介入、事中有效监管、事后严

肃查处，及时发现并迅速查处电商平台违规行为，维

护禁令的严肃性，还电商市场良好秩序。8

工行河南省分行服务实体“成绩单”

●截至 2018 年 5 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4348 亿元，较年初新增

222亿元，各项贷款累放829亿元。

●2018年前 5个月，累计办理国际结算 142.92 亿美元，累计办理跨

境人民币48.43亿元，累计办理结售汇20.64亿美元。

●截至2018年 5月末，精准扶贫贷款余额39.05亿元，其中个人扶贫

贷款余额 32.10 亿元、产业扶贫贷款余额 4.94 亿元、项目扶贫余额

2.01亿元。

【国办督查激励看河南 金融机构有作为】

工商银行打出“组合拳”为实体经济添动力

近日，国务院对我省“营造诚实

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维护良好金融

秩序”作出通报表扬，全省在总结经

验时，一致认为得益于金融回归本

源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企改革防

范金融风险、服务小微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

良好的金融环境，珍贵的发展成

果，离不开每一个金融机构的积极作

为。一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

分行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牢

记嘱托，不忘初心，坚持金融回归本

源，投资国家重点项目，助力国企改

革，支持对外开放，帮扶小微企业，倾

力服务“三农”，用创新的金融手段为

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动力，为中原

更加出彩交出一份靓丽的答卷。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范保成

近年来，工行河南省分行结合自
身特点，积极践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
战略部署，全力服务我省实体经济发
展，支持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一是坚持助力国家战略和重大项
目建设。该行重点支持了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中
部崛起“十三五”规划等国家战略。在
投资重点项目上，突出“1+3”四大板块
（“1”是交通、城建、长租房等基础产业
板块，“3”是幸福产业、先进制造业、物
联互联等前沿板块），以及交通、能源、
城市基础设施等“主板市场”，优化投融
资布局。跟进“十三五”期间新规划的
新建高速公路项目、米字形高铁、省级
12大投融资平台等重点项目，提升金融
资源与实体经济的契合度。截至2018
年 5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4348亿
元，较年初新增222亿元，各项贷款累
放 829亿元。

二是坚持助力国有企业改革。工
行河南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指导
意见，为我省国有企业改革“雪中送
炭”，助力国企转型升级。为了防风险，
降杠杆，该行实施表外融资余额 1845
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和产业基金双双实

现“零”突破。2018年年初实现对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首笔 30 亿元债转股落
地，同时首次运用组合式产业引导基金
模式，牵头 7亿元产业基金作为股权，
带动平煤神马尼龙科技二期24亿元项
目落地。近五年，该行累计支持租赁项
目 25个，合计金额 115.5亿元；控降融
资成本，新发放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83%，同比下降0.05个百分点。

三是坚持助推“引进来”和“走出
去”。“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方向已经指明，只有积跬
步才能行千里。工行河南省分行依靠
集团境内外联动的优势，在服务企业

“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有
益的探索。2018年前 5个月，累计办
理国际结算 142.92 亿美元，累计办理
跨境人民币48.43亿元，累计办理结售
汇 20.64 亿美元。河南自贸试验区挂
牌成立后，该行第一时间在郑州、洛
阳、开封三个片区成立了3家一级自贸
试验区支行和 6家二级自贸试验区支
行，工行实现了为河南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服务“量体裁衣”。事实证明，该
行的专业服务已经成功吸粉片区内企
业，一年来该行为片区内 1411家企业
成功开户，累计办理本外币贷款 62.5
亿元，储备自贸试验区项目 390亿元、
代理并购业务5.4亿元。

近年来，小微贷的不良率偏

高让不少金融机构避犹不及，同

时，小微企业融资难也成为阻碍

他们发展的绊脚石。在银企都在

喊“难”之际，工行河南省分行却

扎根经济薄弱环节，以支持“小

微”为着力点，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让公众共享金融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

一是全力帮扶小微企业。工

行河南省分行通过机制优化、产

品创新、服务提升、资源倾斜、专

项考核等多种措施，优先保证小

微企业金融需求，并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到 2018 年 3月末，银监

会普惠口径贷款余额达到 127.99

亿元，较年初净增 6.29亿元；客户

总量 20841 户，较年初净增 3484

户；人行降准口径贷款余额达到

94.44 亿元，较年初净增 6.42 亿

元。去年，该行与省工商局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银行网点

开设“河南企业通”绿色专柜，为

小微企业开展精准金融服务。针

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实施品牌商

标质押融资，计划每年投放不低

于 500 亿元的信贷支持，新发放

小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5.71%，同

比下降 0.13个百分点。创新融资

方式，通过票据贴现满足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2018 年前 5个月

累 计 办 理 小 微 企 业 贴 现 超 过

87.46亿元。

二是帮扶“三农”，助力乡村振

兴。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该行将帮扶

“三农”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全行普

惠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点支

持了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农林

牧渔业、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

资料制造、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特

别是创新“公司或基地+农户”特色

模式，为 11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投

放“雏鹰贷”1.43亿元。截至2018

年 5月末，涉农贷款余额637.06亿

元，较年初增加37.02亿元。

三是精准帮扶，助力“脱贫攻

坚”。投放扶贫贷款、发放扶贫专

项金，工行河南省分行在助力扶

贫攻坚的道路上打出“组合拳”。

截至目前，投放精准扶贫贷款累

计超百亿元，惠及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21706人。截至2018年

5 月末，该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39.05亿元，其中个人扶贫贷款余

额 32.10亿元、产业扶贫贷款余额

4.94 亿元、项目扶贫余额 2.01 亿

元。与此同时，该行向贫困地区

捐赠钱物总金额达 34万元，在扶

贫工作中累计直接投入 557万元

专项费用，累计争取资金近亿元，

在所有县域支行设置扶贫专用账

户，帮助贫困村解决实际困难。

硕果来之不易，成绩弥足珍

贵。一串串看似枯燥的数字，是

工行河南省分行服务我省经济发

展的结晶，是履行社会责任勇挑

民生担当的见证。具有开拓精神

的工行人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故

步自封，而是在传统信贷的基础

上，坚持开展业务创新、模式创

新，立志用多元的金融手段，推动

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更

加出彩！

“三项帮扶”深刻践行普惠金融服务

“三项坚持”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