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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ofo开启信用免押金模式引发广泛关注。永

安行、优拜、骑呗等十多家共享单车公开表态支持免

押。对此，法律专家提议共享单车行业成立“反押金联

盟”，通过信用方式代替押金，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

益。（见3月22日中国新闻网）
“押金”模式，是近年来商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

严格地说，是商家对消费者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以

“押金”来约束消费者，防止消费者吃“霸王餐”。然而，

商家就值得消费者信任吗？近日，中消协发布的“预付

式消费调查体验报告”显示，有近半数的押金+预付卡

商家中存在诱导消费这一现象，近九成商家无法兑现

承诺的实惠，而商家因经营不善，导致老板易人、跑路，

押金预付金维权难、服务缩水的案例更比比皆是。

其实，押金模式的弊端早已暴露。“押金”只是一种

民间概念，不是法律里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说“师出无

名”。再说，“押金”是在信用体系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宜

之计，已然不合时宜，数字信用时代到来，“押金”消失

是必然趋势。随着法治建设的日益完善，让信用在经

济生活中“唱主角”，抛弃广受诟病的“押金”模式，势在

必行。7 （舒心萍）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近日，省委常委会研究并原则

通过了《关于统筹推进国家战略规

划实施和战略平台建设的工作方

案》。该方案明确提出，我省将强

化国家战略规划平台统筹联动，放

大 政 策 集 成 效 应 ，聚 焦“ 三 区 一

群”，构筑河南未来发展的改革开

放创新新支柱，为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支撑。

百度搜索“国家战略叠加”，

《深挖国家战略叠加在江苏的巨大

红利》《五大国家战略叠加 天津经

济发展的“大时代”》《武汉叠加多

项国家战略》《建设新福建：六大国

家发展战略叠加》……类似新闻会

不断跳入眼帘。这说明，经济新常

态下，国家战略叠加，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已不是个案现象。如何让

国家战略发挥“1+1>2”的优势，各

地都在积极探索实践。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一系列

国家战略在我省密集叠加，说明河

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但成绩面前，尤须保持头

脑冷静；机遇面前，更要力争主动

作为。“战略规划不能只是挂在嘴

上、写在纸上”，区域经济发展进入

竞争合作新阶段，准确把握，统筹

推进，让国家战略叠加效应在中原

大地充分释放，我们才能加快发展

步伐，为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深挖国家战略蕴含的巨大红

利，核心是明确主攻方向。“三区一

群”是事关河南全局和长远发展最

重要的 4 个国家战略。其中，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引领性战略，

是支撑河南未来发展的三大支柱，

而中原城市群，包括中原经济区、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是整体性战

略，是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

抓手。方案指出，“把这 4项战略作

为统筹推进的重点，有利于集中力

量，以重大突破带动全局发展。”明

确定位方向，明晰发展重点，以“三

区一群”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强战

略协同，对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

“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意

义重大。

关键要破解发展瓶颈。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3 月 19 日

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实体

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

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

衡。2017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指出，结构矛盾突出、动能转换

滞后、风险隐患积聚、环境约束趋

紧、治理能力不强，仍是我省发展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三区一群”

建设，也要紧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

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数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实

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河南

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发展经济学

先驱罗斯托所说的工业化“起飞”

阶段，进入“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

段。最新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投资

扩大，国际贸易迅速增加，是这一

阶段的显著特征。“三区一群”等国

家战略，与当前发展需求高度吻

合，含金量很高。以“三区一群”建

设为重点，深挖改革红利激活更多

动力源，深挖创新红利抢占产业制

高点，深挖开放红利让河南与世界

共赢，深挖载体红利打造区域发展

新引擎，中原大地的明天必将更加

出彩。7

□陈庆贵

名人，某一领域知名、杰出、显

要之士也；人名，则是人群区分个体

的标记。抽象起来，如果说前者是

价值层面有体温、代表正能量的影

响力、良知、操守、德行，后者则可以

算作器物层面无体温、仅作身份甄

别的标签、符号、代码。

《吕氏春秋·劝学》里说：“圣人

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

者，未之尝有也。”意思是说，圣人是

在努力学习中生成的，不努力学习

而能成为贤士名人的，未曾有过。

由人名到名人，相同的是“疾学”；不

同的是，有的“疾学”成了名人，有的

“疾学”未成名人。当然，名人到底

是实至名归还是“银样镴枪头”，终

究还得是时间说了算。曹雪芹一生

只完成大半部《红楼梦》，却登临中

国小说珠峰，地位影响至今无人撼

动；一生留下数十上百部小说者有

的是，名不见经传者也是比比皆

是。张若虚一生诗歌仅存两首于

《全唐诗》中，《春江花月夜》却被誉

为“孤篇盖全唐”；中国写诗“冠军”

乾隆皇帝，一生创作近 4 万首，数量

几近《全唐诗》总数，却没有一首传

诵成名。

相较于由人名到名人的“踏破铁

鞋无觅处”，名人到人名却是“得来全

不费功夫”。王安石被列宁誉为“中

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其名篇《伤仲

永》中，说的就是神童“仲永”，五岁便

可指物作诗，后因弃学和被父亲当作

造币工具，最终沦落为普通人的故

事。现如今，在炒作“捧杀”、“文学

GDP”、“放人造卫星”的生态催化下，

不“疾学”只吃老本，而被“秒杀”的现

代“仲永”们，依然是不胜枚举。

当下社会经常露出价值迷乱、

信仰缺失、功利浮躁和道德断崖的

脉象。名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

六欲，面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

诱发土壤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的催化养料，名人蛰伏的本欲一旦

被激活，大抵便离人名不远了。

有些名人坐不了冷板凳，学术

进步与走穴跑场反向而行，离富翁

愈来愈近，离名人愈来愈远。热衷

“触电”的某著名文化学者，就不认

为自己是个文化学者，甚至不惮承

认自己只是个“文化行者”。罩着

“学术明星”光环的某教授，热衷五

湖四海到处兜售其用“××心得”勾

兑的心灵鸡汤。无怪有人戏谑，孔

子没想到的她也讲到了，孔子该向

她叩拜行礼了。近些年来，不断曝

光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新闻，也让

不少明星声名狼藉。

拿破仑说过：“从伟大到可笑只有

一步之遥。”其实，由名人到人名的毁誉

也是存乎一念，只有一步之遥。7

近日，四川省安岳县法院针对一对“85后”夫妻闹离婚的诉讼，发
出了一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限定这对夫妻冷静3个月，其间不得
提出离婚。在家事审判改革的背景下，全国已有多地在进行建立离婚
冷静期制度的探索。（见3月22日《北京青年报》）7 图/王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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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360大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7年《中国互联网

用户消费维权报告》显示，互联网用户遭遇消费诈骗

等行为后，维权成本比较高，普遍存在举证难问题。

此外，网络消费诈骗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跨地域性特

征，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和打击也存在一定难度。（见3
月22日《法制日报》）

面对网络消费诈骗日益多发的客观现实，传统的

消费维权手段已然行不通。众所周知，基于互联网技

术而生的大数据拥有海量的信息，只要这些信息能够

互联互通，实现共享，不良商家的负面信息就可以轻松

地被锁定，消费者维权自然会减少取证难的烦恼，监管

部门也可按图索骥地精准监管。在这方面，上海长宁

区就曾有成功的先例。该区市场监管局和美团点评合

作，开发出“天眼”系统——餐厅市民评价大数据系统，

由系统智能检索分析用户在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上的

评价，继而形成负面信息线索库。在大数据系统的支

持下，不但监管部门能够有的放矢对网络消费平台予

以监管，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在海量数据中筛选关键词，

锁定不良商家的负面信息，从而为依法维权固定证据。

可见，借助大数据的支持，完全可以事半功倍地实现网

络消费维权，这一经验无疑值得复制。

目前，各类网络消费平台都积累了海量的大数

据，为利用大数据思维进行消费维权奠定了坚实基

础。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织密网络消费维权“天网”，各

方的“分治”定能走向“共治”，网络消费维权共赢就不

再是“镜花水月”。3 （张智全）

用大数据织就维权“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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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里的
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陈更生 聂冬晗 摄影报道

前几天，嵩县九店乡石场村村民
张风银握住驻村第一书记卢迪的手激
动不已，说：“卢书记，真要谢谢您，让
俺找到致富门路。”

44岁的卢迪来自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公司，2015年10月被派到石场村开
展扶贫工作，他从繁华的大都市北京来
到河南偏远的山区任驻村第一书记。

石场村地处嵩县、伊川、汝阳三县
交界，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村民
生活质量不高。刚到任的卢迪发现山
里环境好，虽然家家户户都养土鸡，土
鸡蛋却卖不上好价钱。为此，卢迪把
鸡蛋拿到北京找到农业部下属专业鉴
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石场村的
土鸡蛋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回到村里，他带领村委其他成员
到农户家里对养鸡数量进行统计，然
后定期上门，以每个 2元的价格收购
土鸡蛋。卢迪认为，帮助村民将土鸡

蛋销往大城市，必须做到诚信经营，这
样生意才能长久。

每箱土鸡蛋有一张盖着村里印章
的诚信书，承诺“如鸡蛋不新鲜，包退
换”，这些“诚信土鸡蛋”通过快递发往
北京、上海等地。从去年6月至今，卢
迪就为村里贫困户增收3万余元。有
了诚信，石场村的玉米、红薯、粉条等
农产品也渐渐成为抢手货。

为了发展村里的扶贫项目，提高村
民的生活品质，卢迪去年从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公司协调资金60万元，今年计
划协调资金70万元。卢迪说，根据石
场村的特点，扶贫项目要有序开展，包
括蔬菜、水果温室大棚试点项目，土鸡
养殖场项目和养猪、养蝎试点项目。同
时要投资12万元为全村安装路灯，投
资21万元为村里修建文体广场，投资
21万元修复深水井等。

卢迪说，两年的驻村时间很短，他
想给农民办点实在事。石场村的村民
说：“俺村真来了个好书记！”

每天在村里穿梭查看，思考规划，成为卢迪最
快乐的事。

卢迪用手电检验鸡蛋，他要树立山村人民诚
信的美好形象。

在卢迪的带领下，石场村的民风与村容越来越好。京城的卢迪已与山区的村民融为一家人。

上门为卖鸡蛋的农民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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