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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辦：制度執行勿一刀切
要聽取企業意見 監測實施效果

為保障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在制
度建設中的知情權、參與權、

表達權和監督權，營造法治化、國際
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通知》就
充分聽取意見相關工作提出五點具體
要求：一是科學合理選擇聽取意見對
象。充分聽取有代表性的企業和行業
協會商會以及律師協會的意見，特別
是民營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小
企業等市場主體的意見。
二是運用多種方式聽取意見。做
好溝通協調，提高企業貫徹落實的
積極性。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要
通過網絡、報紙等媒體向社會公開
徵求意見。三是完善意見研究採納
反饋機制。對相對集中的意見未予

採納的，要通過適當方式進行反饋
和說明。

評估結果作立改廢釋依據
四是加強制度出台前後的聯動協

調。要結合實際設置合理的緩衝
期，增強制度的可預期性，為企業
執行制度留有一定的準備時間。要
加強新出台規章的備案審查和行政
規範性文件的合法性審核，維護法
制統一。要注重制度執行過程中的
上下聯動，避免執行中的簡單化和
「一刀切」，不能讓市場主體無所適
從。要注重制度實施效果監測，將後
評估結果作為有關制度立改廢釋的重
要依據。五是注重收集企業對制度建

設的訴求信息。主動及時了解企業所
需、困難所在，增強有關行政法規、
規章、行政規範性文件的針對性、有
效性、可操作性。
《通知》還強調，各地區、各部

門要加大規章備案審查和行政規範
性文件合法性審核力度，對發現的
問題及時糾正，對未按規定聽取企
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的嚴格責任
追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日前，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

發《關於在制定行政法規規章行政規範性文件過程中充分聽取

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要求注重制度執行過程中的上下聯動，避免執行中的

簡單化和「一刀切」，不能讓市場主體無所適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銀
保監會網站昨日發佈消息，為推動銀
行保險機構持續改進小微企業金融服
務，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
貴問題，銀保監會於近日印發了《關
於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
務質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在信貸投放、成本管理、風
險管控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目標。信
貸投放方面，強調對普惠型小微企業

貸款（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人民
幣及以下），全年要實現「貸款增速不
低於各項貸款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
上年同期」的「兩增」目標。其中，要
求五家大型銀行發揮行業「頭雁」作
用，力爭總體實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
款餘額較年初增長30%以上。
成本管理方面，《通知》要求銀

行保持「量」「價」平衡，鞏固
2018年減費讓利工作成效，今年繼

續將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保持在
合理水平。對使用人民銀行支小再貸
款或政策性銀行轉貸資金，以及獲得
政府性融資擔保公司擔保的普惠型小
微企業貸款，嚴格控制利率定價。

放寬貸款不良率容忍度
風險管控方面，《通知》提出，

在目前小微企業信貸風險總體可控的
前提下，將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

率容忍度放寬至不高於各項貸款不良
率3個百分點。
為進一步提升鞏固銀行保險機構

服務小微企業的動力和能力，《通
知》還在督促銀行深化專業機制建
設、優化信貸服務技術和方式、進一
步研究完善監管政策以及推動健全信
用信息體系、深化「銀擔」「銀保」
合作等方面明確了政策要求，作出了
具體安排。

改進小微企金服 銀保監會提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位於四川省成
都市溫江區的成都七中實驗學校小學部近日被曝光
食堂存在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當地官方昨日表示，
堅決採取零容忍態度，不論是誰，一查到底，嚴肅
處理，決不姑息。

市監局促排查安全隱患
市場監管總局昨日晚間表示，高度關注四川省成

都市七中實驗學校食堂食品原料存在的問題，已經
要求四川省市場監管部門按照地方黨委、政府的部
署，加強與教育等部門的配合，迅速開展調查，依
法嚴肅查處食品安全違法違規行為，舉一反三，全
面排查學校和學生集體用餐配送單位存在的食品安
全風險隱患。
各地市場監管部門要嚴格按照《市場監管總局辦公

廳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開展2019年春季開學學校食品
安全風險隱患排查工作的通知》（市監食經〔2019〕8
號）要求，全面排查學校食品安全隱患，嚴防嚴管嚴
控學校食品安全風險，切實保障廣大學生飲食安
全。
溫江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昨日下午發佈消息指，

該市教育局、市場監管局當天上午已派出工作組，會
同溫江區加快調查進度，及時公佈調查結果。
昨日，溫江區公安分局對涉事學校負責食品安全

的8名責任人開展了全面深入的調查，區市場監管
局對投訴反映的19個批次食材進行了抽樣，對所有
凍庫及庫房內食材進行了查封，對新進食材進行全

程監管。此外，溫江區已組織開展全區大中小學和幼兒園食
堂食品安全的專項檢查。

擬讓家長參與食安監管
成都七中實驗學校小學部有學生家長此前反映說，學校食

堂內出現了各種發霉變質的水果、冷凍肉，有學生吃了身體
出現異常。有網友發佈相關照片稱，該校「食堂操作間內髒
亂不堪，部分冷凍肉上已經長滿黑點」。
事發後，當地相關部門組織安全放心的食材供應，保障學生

昨日正常用餐，並
對食品製作過程進
行監督。涉事學校
立即終止與原食品
供應商——四川德
羽後勤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的合作，在
政府部門和家長的
監督下，重新確定
食品供應商，並着
手建立由家長參與
的食品安全監管長
效機制。溫江區衛
健局組織醫生也到
校現場諮詢，對身
體出現異常的學生
安排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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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曝光的發霉變質食品。 網上圖片

這段視頻也讓無數網友淚目。很多網友
留言稱這是2019年開年來「最感動

的瞬間」。記者來到江蘇省徐州市邳州市
區，聯繫到短片的主人公——67歲的父親
高宗良以及視頻拍攝者四女兒高焱。記者
了解到，7名「女兒」不僅穿婚紗陪伴父親
過結婚紀念日，還瞞着父親「眾籌」購買了
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作為今後長久
陪伴老人的住所。
這段短視頻最早發在了四女兒高焱的某社
交軟件賬號上。視頻中，7名年輕女子身穿
潔白的婚紗，一字排開，面對着一名老人。
她們同時向老人伸出了右手，老人挨個拉起
她們的手，依次撫摸她們的面頰。隨後，7
名年輕女子同時向老人跪下磕頭，此時，老
人臉上已掛滿了淚水。

故事感動人心 留言逾萬
根據視頻描述，2月13日原是老人和妻子

結婚43周年紀念日，但是妻子在4個月前突
然患上重病離開了這個世界。隨後，老人陷
入了長久的痛苦中。為了勸慰老父親，6個
女兒經過商量，想到了這麼一個主意：集體
穿白色婚紗，在父母結婚紀念日這天，出現
在父親面前，給父親一個寬慰。同時，母親
在世時，曾經提及想跟年輕人一樣穿起婚
紗，拍攝一張結婚紀念照，她們此舉也是希
望完成母親的遺願。
這段短視頻傳上網後，戳中了無數網友的
淚點，並被網友大量轉發，很多網友說「看
哭了」。有網友留言稱：「這是今年最感動
我的畫面，7個女子就像七仙女一樣，訴說
着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在高焱的社交賬號下，這段短視頻點擊量
已經達到了740萬次，收到了1.2萬條網友
留言。

母親想穿婚紗 拍照留念
「7個人中，有5人是女兒」，高焱告訴記

者，當天她要負責拍攝，就由老大的女兒替她
穿上了婚紗，另一人則是最小的弟弟的妻子。
「二姐在9歲時，因病離開人世。從此以後，
我們家裡就一直保留着她的位置。」高焱說，
弟媳自從嫁入了高家後，家人們都把她當成了
高家的女兒看待，「二姐雖然走了，但是弟媳
的加入，我們姐妹7人仍然是完整的」。
老四高焱策劃了這段短視頻的拍攝，她

表示，這本該是一次慶祝父母結婚43周年
的「大團圓」。高焱簡單介紹了家裡的情
況，老人名叫高宗良，家裡原本有7個女
兒、1個小兒子，二女兒年幼就去世了。
高焱說，小時候，她家經濟條件不好，父
母就是守着幾畝地，靠打零工將孩子們拉扯
大。隨着姐弟7人陸續成家，家庭經濟條件
越來越好。
去年年初，高宗良和老伴王秀華在田裡幹

農活，村裡有人娶親，新娘穿着婚紗走過，
王秀華嘀咕了一句，「這輩子都沒穿過婚
紗，我能不能也穿一次婚紗拍張照片？」高
宗良順嘴說了一句，「那有什麼不行的，等
到結婚紀念日，讓女兒帶着我們拍。」

老伴的一句話讓高宗良記在了心裡，他還
特意跟女婿們聊起了此事，傳到了女兒們耳
中。當時，她們就定下了計劃，在今年2月
13日父母結婚43周年紀念日，要帶着老兩
口拍婚紗照。

患癌突然病逝 計劃破碎
然而，這個計劃在2018年 10月被擊碎
了。一天，王秀華幹完農活後，突然感覺腹
痛，到醫院一檢查，竟然是腸癌晚期，她只
在重症監護室住了不到24小時，就被宣佈
搶救無效去世。整個家庭都難以接受這個事
實，一向硬朗的高宗良陷入了長久的痛苦
中。
為了開導父親，使父親從痛苦中解脫出

來，家在南京的大女兒先是將父親接到南京，
陪伴了50多天。父親回到邳州後，其餘幾個
女兒輪流到家中陪伴。可是她們發現，父親仍
然意志消沉，時常獨自流淚。
今年春節期間，老四高焱將姐妹召集起

來，提出了一起穿婚紗陪父親過結婚紀念日
的想法，「這是為了完成母親的遺願」。
四女兒高焱表示，自小母親就跟女兒特別

親近，母親性格溫和開朗，女兒的心事都願
意說給母親聽。

是女兒們的一次次「驚喜」，慢慢融化了高
宗良長久的悲傷情緒。自從妻子離世後，他才
知道了女兒們的一個秘密。原來，早在2017
年，7個「女兒」（6個女兒和1個兒媳）就瞞
着他，採取了幾家「眾籌」的方式，為他和老
伴購買了邳州市區黃金地段一套140多平方米
的商品房。兩年時間裡，女兒們偷偷地完成了
裝修，只等着將老兩口接到新房裡。
老四高焱告訴記者，為父親買的新房特意

準備了2個客房，姐妹們商定，由各家輪流
在新房裡常住。自從母親去世後，她們就將
父親接到了市區，目前，由老七一家陪着父
親居住。

籌備家庭出遊 陪伴父親
7個姐妹拍完婚紗照後，又商量了今年的

計劃。母親在世時，雖然經常到老大居住地
南京短住，但是姐妹們一直沒有機會帶着老
兩口到更遠的地方旅遊。今年，她們決定整
個家庭都空出時間，帶着父親到夢想的目的

地北京來一次全家遊。從今年開始，全家出
遊也將變成家庭的固定節目。
「我們都已經計劃好了，不會讓父親一個
人孤孤單單的。母親雖然離開了，但是7個
『女兒』將長久陪伴父親」。
如今，每天晚上，7個「女兒」會輪流來
到新房為父親做一頓晚飯，陪他到樓下的
公園散步。

近日，一段

「7 個 『 女

兒』身着婚紗

陪父親過結婚紀念日」

的短視頻在網上刷屏。

視頻裡，7名身穿潔白婚

紗的年輕女子，同時向一

名老人伸出手，老人挨個

撫摸着她們的臉龐，看到

她們跪下的那一刻，老人

眼淚止不住流下……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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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女
兒」與父親拉
手。視頻截圖

■■77個個「「女兒女兒」」同時向父同時向父
親磕頭親磕頭。。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爸爸和爸爸和66個女兒個女兒。。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父親與女兒們拍父親與女兒們拍
視頻視頻。。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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