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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象 杂 谈

权 威 之 声

遗失启事
张秀荣、刘刚遗失南通市通州区东居置业有限公司预

付款发票，开票日期为2019年10月9日，号码为09725339，
发票金额为396436元，作废。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把
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
基本力量。”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促进增长、保
障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当前，受错综复杂形势和多种
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确面临
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近期受原
材料价格高企、订单不足、用工难用
工贵、物流成本高等因素影响，中小
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增速放缓，下行
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以务实举措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
难，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
稳定中小企业发展预期。

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鼓励
地方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金；进一
步推进减税降费，制造业中小微企
业按规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
部分税费；加强用电保障，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对小微企业用电实行阶段
性优惠……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
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从多个方面
提出了政策措施。无论是减免房屋
租金、给予社保补贴，还是延缓缴纳
税费、规范涉企收费，都是致力于为
中小企业降成本的真招实招。以此
为契机更好帮扶支持中小企业，不
仅能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更能推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积蓄有生力量。

突出政策针对性，为中小企业
精准纾困。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已
达 1.5 亿户，其中企业 4600 万户，
99%以上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数
量众多、牵涉面广，加大对中小企业
纾困帮扶力度，既要注重普惠性，更
要聚焦问题，靶向施策、精准发力，
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比如，鼓
励地方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金、实
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等举措，就是针对当前一些中小企

业成本压力加大、经营困难加剧的
现实难题，作出“少取多予”的政策
安排，让广大市场主体真正有获得
感，增强应对困难的底气。

增强政策连续性，助力中小企
业长足发展。我国经济总体处于稳
定恢复态势，但受全球疫情蔓延、大
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海运成本高、
市场需求偏弱等因素影响，中小微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面临较大经营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持续巩固经
济恢复向好的发展势头，必须在落
实既有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不断增
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适时将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转
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为中小企
业稳定发展增添新动能。

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既要着
眼当前，也要惠及长远，助企纾困与
激发活力并举，加快提升中小企业
竞争力。《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
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出台后，

《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

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
施》相继印发，从数字化转型、工业
设计赋能、绿色低碳发展等不同角
度对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
化水平作出安排。打好“组合拳”，
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创
新能力和发展活力，必将有利于增
强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而提升国家
产业竞争力。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中小企业
好，中国经济才会好。各地区各部
门紧密结合实际、了解企业诉求，以
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把好政策化
作真效果，推动广大中小企业平稳
健康发展，就能为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
局凝聚更多正能量。 ·韩鑫·

（来源：人民网）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
中心近日发布“2021 年度十大
网络用语”。本次发布的十大网
络 用 语 依 次 为 ：觉 醒 年 代 ；
YYDS；双减；破防；元宇宙；绝
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
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强国有我。

这些网络用语，相信都是今
年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
词的来源也很广泛，有的来自重
大历史事件现场，有的来自国家
政策，有的来自影视剧，当然更
多的还是来自网络上的习惯用
语。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
对2021年中国互联网的记录。

每到年底，各类关键词、关
键字的年度盘点层出不穷，网络
用语无疑最受关注。所谓“书同
文”，最强调经典性、广泛性的语
言，却被网络“瓦解”了其原有特
质。自从网络诞生，语言便开启
了进化加速，过去是“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现在恐怕是“一年有
一年之文学”。

网络用语之所以层出不穷，
不仅是因为技术建构的无远弗
届，更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创造的
路径改变了。语言之变，过去主
要来自知识阶层有意识的书写
与提炼，当然这些在现在的网络
语言中也有体现，不过更多则是
自下而上的无意识创作。成语
可以找到明确的出处，网络用语
很多却不知作者，广泛分布的网
民、灵机一动的创意，就如风行
草上一般，一下便刷新了文化景
观。

网络用语也在极大程度上
构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打破了
不同场合下意识的语言区隔。
就像这个“YYDS”，曾经小众

的、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的表
达，却在一夜之间几乎覆盖了所
有的网络平台，甚至进入主流媒
体的视野。可以说，网络用语带
来了一种“平等”，无关身份地
位，人们进入了相同的文化场景
之下。

换个角度看，网络语言也是
速朽的，我们能记得唐诗，但恐
怕已经记不清五年前的网络用
语。网络语言一个难以回避的
尴尬在于，很多用语的文化意蕴
比较单薄，它们被经典化的概率
很低。

不过，记录网络用语依然是
有意义的。一些网络用语，或许
缺乏历史纵深，但却如横切面一
样，记录着一时一地的故事与人
们的情绪，它是网络世界曾经

“活过”的证据。将这些词语“打
捞”出来，并加以特别的纪念，也
就是记录普通民众的日常，勾勒
时代宏大背景之下的细节。这
本身也是一种“尊重”。

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
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
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
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
不足，让孔子苦于难以捕捉历
史真实。今天我们记录下网络
语言，或许也是在补充文献。
千百年后的人，如果想知道我
们当今的生活点滴、心曲衷
肠，网络语言，或许会提供个
极好的视角。

·王子墨·
（来源：光明网）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近日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信息显
示，因SKULLPANDA系列长袜盲
盒涉虚假宣传，北京泡泡玛特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泡泡玛
特）被罚款20万元。盲盒，这一近
年兴起的商业模式，再次引发公众
热议。

顾名思义，盲盒，意味着在拆
开包装前无法一睹产品“真容”。
但盲盒之“盲”可以是形式却不应
体现在内容，无论何时何地，质量
作为产品的立身之本都应是品牌
方关注的重点。

盲盒贩卖的是“不确定”即不
可预见性，买盲盒好像在买彩票，
能释放压力，带来愿望成真的心理
满足，在青少年群体中广为流行无
疑有其现实基础。事实上，不仅泡
泡玛特，随着“盲盒热”出现，不少
商家纷纷效仿，从玩具、文具、图书
到美妆、机票、食品等等，俨然已经
万物皆可盲盒。与行情火热相伴
随的，是盲盒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盲盒营销乱象百出，消费纠纷难以
解决等问题日益凸显，个别如“快
递盲盒”“宠物盲盒”等，甚至已经
游走在违法边缘。

作为知名盲盒品牌，泡泡玛特
近年来风靡大江南北，企业也因此
赚得盆满钵满。盛名之下，本该加
倍爱惜“羽毛”，做行业规则的建设
者，行业健康发展的领跑者。遗憾
的是，“泡泡玛特旗舰店”销售的商
品“SKULLPANDA 熊喵热潮系列
潮流袜个性长袜盲盒”，介绍称“面
料：棉97% 氨纶3%”，实际面料成
分含量并未达到其宣传标准，导致
企业在受罚的同时也被送上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而另据报道，实际
上泡泡玛特盲盒的产品质量一直
受到消费者质疑，在黑猫投诉平台

中与之相关的投诉高达6232条。
有消费者表示，“早就该查了，

买的瑕疵品好多”，戳中的是泡泡
玛特的痛处，更是整个盲盒行业的
软肋。

盲盒虽以“盲”为噱头，产品质
量不能“盲”。盲盒的消费只能先
付款后验货，于是很多无良商家就
在“盲”字上大做文章，以次充好、
虚高价格等现象层出不穷。比如
两三元一支的水笔，装进盲盒就能
卖到二三十元；明明是清仓尾货残
次品，装进盲盒就“飞上枝头变凤
凰”；一些“三无产品”也以“盲”之
名，堂而皇之进入各类店铺。但客
观而言，盲盒的稀有性和 IP 引起
的只是消费冲动，而产品的质量、
材质、使用感受等才是吸引持续消
费的根本。牺牲了质量和口碑，盲
盒这层美丽的“画皮”，就失去了赖
以生长的血肉，再繁华也难免沦为
一时风光。

盲盒虽因“盲”走红，盲盒经济
不能“盲”。当前消费市场上随处
可见盲盒的身影，未来极有可能延
伸至更多领域，这对监管提出了更
高要求。对那些弄虚作假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商家，必须严厉打击，
以确保盲盒中的产品安全合格。
另一方面，要推动盲盒市场遵循合
法合理的行业标准，至少确保盲盒
内在产品价值和购买价格相称，亦
即物有所值。当然，消费者自身也
要有风险防范意识，保持理性的消
费理念，适度消费，不宜盲目跟风。

盲盒虽“盲”，商家不能“盲”，
消费者不能“盲”，对其监管更不能

“盲”。只有优质的产品+流行的
营销才能产生1+1＞2的效果，推
动盲盒经济长盛不衰。

·子川·
（来源：人民网）

出真招实招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盲盒不能真盲,
“泡泡玛特们”不明白吗？

宣纸制作技艺2006年被列入
我国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年
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为加
强宣纸文化区域性整体保护，安徽
省文旅厅近日批复设立宣纸文化生
态保护区。保护区以泾县作为核心
区域，将开展宣纸文化进校园、进社
区、进景区等活动，让宣纸文化更好

传播。
这正是：
宣纸历千年，
连接古与今。
创造性保护，
传统再出新。

孙宝欣/图 钟于/文

十大网络用语公布，
记录时代的横切面

时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