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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借助电商平台，河南更多优质农
村土特产有机会呈现在世界面
前，对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本报评论员 刘婵

投洽会的“国际范儿”很足。会展中心的

展馆里，时不时可以看见外国采购商的身影，

他们兴致勃勃地逛着展馆、找寻着商机，是全

球客商看好河南经济发展、踊跃投身中原市

场的生动注脚。

Albebt是来自俄罗斯的一名采购商，他对

一家农村电商展台前的纸皮核桃很感兴趣，

“俄罗斯只有硬皮的核桃，这样用手轻轻一捏

就碎的纸皮核桃，吃起来方便快捷，在俄罗斯

一定很有市场！”经过两天的细致考察、和供

应商面对面深入交流，Albebt最终决定下一个

20 吨纸皮核桃的大订单，还买了几瓶镇平产

的赛克斯汀蜜酒，“请用礼品包装盒，我要带

回去送家人朋友！”

“这是参加投洽会的一个大收获，说明我

们公司今后向跨国贸易方向发展很有前途！”

河南原产地商品天猫官方旗舰店的负责人很

兴奋。这是一家专做“农产品网购+电商扶

贫”的农村电商平台，卢氏核桃、木耳、香菇，

宝丰土鸡蛋，新密牛肉，杞县黑蒜等几十种参

展农产品琳琅满目。借助电商平台，河南更

多优质农村土特产有机会呈现在世界面前，

对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赶上电商这趟“网

上大集”，面对的采购者便来自全球。不过，

真要赶上趟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用 Albebt

自己的话说，“我的英文很烂、中文更烂”，而

这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也几乎不懂英文，

双方在谈合作时，不得不依靠手机上的翻译

软件逐字输入，费劲还不一定准确无误。我

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对外贸易有着

巨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但“语言不通则不能

人心相通”，如何破解小语种人才稀缺困局，

是土特产卖全球的现实挑战。我们既需要精

通商业的人员，更需要掌握外语、能与海外企

业有效沟通和谈判的复合型人才。

土特产闯荡“洋市场”还有一大障碍——

物流。如果本村没有驻点快递，就需要将货

物运送到别的地点，然后快递发货，物流成本

大大增加。好在这样的突出问题在政府的帮

扶下逐渐得到解决，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县、

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今年 3 月，中欧班

列首条电商专线“菜鸟号”从郑州国际陆港郑

州圃田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是极具代表

性的事件，与平邮小包相比，跨境电商专线物

流效率较市场同类产品提速 30%以上，价格也

将便宜 30%左右，为中小企业提供真正价廉物

美的跨境物流产品。

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迅猛，成为创新农

产品交易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继续开展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工程，这是自 2014 年以来，农村电商连续

第六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下一步，还

要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水平，重视培训交流推动人才“走出去、引

进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农村电商销售新模

式、新业态，就像一位电商村的带头人所说：

“街不够宽，我们就修柏油路；网速太慢，我们

就升级改造；网商开店没地方，我们就兴建产

业园——功夫下得深，土特产何愁打不开‘洋

市场’？”6

众议

土 特 产 如 何 卖 全 球

明厨亮灶不能成摆设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餐厅把明厨亮灶仅仅作

为吸引顾客的商业噱头，就餐高峰期有的摄像头

竟对着墙壁、走廊，有的在线监控实时视频时间滞

后、甚至无法播放。（据4月9日新华社报道）
餐馆后厨是否干净卫生备受消费者关注。

自 2014 年开始推行至今，明厨亮灶在一些餐厅

沦为摆设，失去公众监督的意义，监管不力是根

本原因。一些地方在推进明厨亮灶工作时，只

追求摄像头的覆盖率，疏忽了日常监管。如今

各地在推广明厨亮灶时，纷纷开发 APP 等方式

打造网络监管平台，这本是要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收到餐厅信息透明的效果。可是在手

机上搜索“明厨亮灶”“阳光餐饮”等关键词，结

果显示类似软件多达上百种，不可避免存在重

复建设、平台标准不一、无法兼容互通等问题，

导致明厨亮灶处于地域割裂状态，不利于监管

信息的实时共享。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国餐饮行业明厨亮灶推广要达到 30%以上。制定

全国统一的网络监管平台标准，建立统一的动态

监管平台，把各地分散的视频系统链接起来，形成

一个整体的监管体系，才能把明厨亮灶这个好事

办好，呵护“舌尖上的安全”。6

（江德斌）

让农村支部课堂“活”起来
为使农村党员特别是支委成员熟练掌握党务

技能，中牟县专门组织新当选的支委成员开展岗

前培训。与以往常规培训形式不同，该县特别设

置了组织生活会模拟课，设置“解读课”，对党务知

识和村务决策事项进行解读；设置“案例课”，对党

务、集体经济发展有关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模拟演

练……“活”起来的支部课堂，切实提升了农村党

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能力素质。（据 4月 9日
《人民日报》）

农村党支部发挥着凝聚人心、推动发展、服务

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当前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

中，支部班子成员大部分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

足，组织生活形式化倾向严重，严重影响了组织

生活质量和党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在日常党组织

活动中，也是简单草率地通过读读文件读读报，

有“组织”的形式，却无“生活”的本质。这种陈

旧老套的党员培训方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

伐，不符合乡村振兴对党员提出的新的更高要

求。像中牟县这样让农村支部课堂“活”起来，创

新党员培训方式，增强党员培训实效，才能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持续提升党员整体素质和党组

织凝聚力、战斗力。2 （张丽君）

据《新京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依法惩处采用滋扰、纠缠、
哄闹、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实施的犯罪。6 图/朱慧卿

□李长安

“真是及时雨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心无

旁骛做事情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 解 决 形 式 主 义 突 出 问 题 为 基 层 减 负 的 通

知》，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赢

得基层干部啧啧称赞。

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先别忙着做，万一要做的事被纳入减负名单了

呢，那岂不是就白做了。”坐等减负的音量虽小，

却值得警惕。为基层干部减负，是为了让他们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干实事、服务群众，而不能

把减负当成少做事，甚至是不干事的挡箭牌。

哪些人把减负当不做事的借口呢？仔细

观察，大致有三种干部。

第一种是某些老资格的干部：他们往往年龄

相对较大，处于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临界点，上班

原本就是“当天和尚撞天钟”，“坐等”退休。他们

所盼望的减负，是“我劳苦了一辈子，已经够了，

该停下来了，可以提前休息了”。第二种是持观

望态度的干部：他们能力相对差一些，平时工作

简单一点的觉得没意思不想干，难一点的又干不

好，总是希望手中的工作都能够被减负减掉，多

干变少干，少干变不干，常把“很可能这也是减负

的内容”挂在嘴边，并振振有词，“你看，连每周的

工作简报都取消了”。第三种是活在“以前”的干

部：他们穿旧鞋走进新时代，动辄“以前怎样怎

样”“以前不填这么多的报表工作照样开展了”

“以前，不写学习笔记还是一路顺利地走过来

了”……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一切都应该减负，

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以上三种干部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

目的是一样的：想借减负东风推卸责任，不愿

干事、不想干事，本质还是不作为和懒政、怠

政。坐等减负有损行政效率和服务群众质量，

其危害不容小视，必须坚决杜绝。减负的目的

是让干事更爽、工作更快、业绩更优，是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而不是让工作简单地由多变

少，由少变没了，不是“一减了之”。因此，广大

基层干部要摆正心态，正确理解减负初衷，把

减负与“提质增速”结合起来；上级领导部门要

为实干者撑腰、鼓劲，把干事与容错结合起来，

让干部敢干乐干，把优劳优酬与实绩结合起

来，让干部善干能干，把“能者上庸者下”与干

部工作状态结合起来，让干部想干盼干，为基

层营造出浓浓的实干氛围。6

坐等减负要不得

礼待全球宾朋 陶香再掀风潮
——彩陶坊天时精彩亮相第十三届国际投洽会

春和景明时光好，八方商贾

聚中原。农历三月初三，彩陶坊

天时酒作为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供奉用酒与世界各地前来拜

祖的华夏儿女一同为祖国祈福；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以下简称投洽会）于4月

8日至11日在郑州与己亥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同期举行。成大

事，应天时！CBD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再续陶香风潮，彩陶坊天时

当选为第十三届投洽会指定用

酒，以臻美陶香款待世界宾朋、以

仰韶文化促进中外交流。

□本报记者 申明贵

今年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商务
部、中国贸促会、全国对外友协共同
主办的投洽会，以“开放合作、中原出
彩”为主题。作为我省今年举办的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一次
经贸活动，本届投洽会将更加突出国
际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届投洽会共有 88个国家和地
区的 40 多位省部州长、驻华大使和
使馆官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
170 多位国内外 500 强企业高管和
一批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高管，
90 余位境内外知名商协会会长、贸
易投资促进机构负责人，43 位国内
外院士、大学校长、知名专家学者参
会。彩陶坊天时酒作为唯一指定商
务用酒亮相本次投洽会，“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这
样一场盛会中，彩陶坊天时成了各国
嘉宾心灵相通的“情感纽带”，在宴会
上作为厚重民族文化的代表，向世界
传达了美酒无国界、文化无国界的中
国酒文化。

对于彩陶坊天时来说，它能够被
广大消费者接受并喜爱，很大程度上
与其所代表的厚重的中原文化有一定
关系，以仰韶文化时期典型代表的小
口尖底瓶作为原型充满了浓厚的中国
文化特色。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兼容
并蓄，在华夏民族有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投洽会作为民族文化推介的重要
窗口，势必为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搭建
发展的平台和沟通的桥梁。

投资洽谈和商品进出口交易相

结合，实际上促进的是投资、合作、贸
易的综合效益；商务部、全国对外友
协与河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有利于投
洽会规格进一步提升，扩大投洽会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国际大会往往都
有高品质名酒的身影，能作为中国文
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亮相国际大事
件的酒类品牌不仅品质优异，更具有
家喻户晓的品牌影响力。而彩陶坊
天时酒连续六年作为供奉用酒亮相
全球华人共同祈愿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不断登上重大舞台，事实表明，
彩陶坊天时具有极高的认可度，堪称
中原酒文化代表。通过在投洽会活
动中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仰韶酒业在
助推中国民族品牌走向世界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第十三届投洽会以打造经济强
省为目标，突出国际化、高端化、精准
化，以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来自全球各地的数
万名客商、嘉宾齐聚郑州，举杯陶香，
共赴一年一度的“春之约”。

开放的河南以崭新姿态满怀豪
情地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醇
香的彩陶坊天时酒让四方宾客领略
了中国高端白酒新势力、河南独立
香型陶融香的品味。近年来，仰韶
酒业以“古”传承，以“新”出彩，重
磅助力本届投洽会，实力彰显陶融
香新势力。仰韶彩陶坊所参与的政
商活动中，国际规格和高端定位进
一步强化，这是对仰韶酒业品牌形
象、产品品质、行业地位的权威认

可，是作为民族品牌进一步接轨世
界的印证。

作为中国陶香白酒创领者，仰
韶酒业近年来一直积极探索中华陶
融香白酒的深度研究与引领，积极
参与开展国际交流活动，致力于“讲
好仰韶故事”，积极强化与消费者的
互动，陶香风潮席卷中原大地。以
消费者口碑实力检验陶香品质，体
味白酒文化的魅力，仰韶努力打造
消费者信赖的品牌。

媒体人士评价，近年来彩陶坊
系列酒在政商务活动的重大场合亮
相频繁，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外交
部河南全球推介会，到全球跨境电
子商务大会、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郑州国际航展，再到今天的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都能见到仰韶彩
陶坊的身影，这是对彩陶坊“到河
南·喝陶香”“重大时刻仰韶酒”“陶
香中国，天地人和”品牌主张的有效
落地和践行。仰韶凭借其过硬的品
质和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质量以及
仰韶人不断的努力，充分彰显仰韶
引领中国陶融香成功开创中国高端
白酒新品类的实力基础。

彩陶坊借助中国经济大发展的
舞台将陶香美酒带给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白酒爱好者。重大时刻的频频
亮相对于深化交流、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对外展示河南形象，具有积极
而深远的意义。仰韶将与诸多兄弟
企业一道，为中国白酒行业发展尽
心竭力。

彩陶坊天时酒亮相投洽会嘉宾餐叙会

外宾云集成为本届投洽会亮点

与会外宾青睐彩陶坊天时酒

实力派——彩陶坊天时礼待全球宾朋 河南味——陶香风潮助力中原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