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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变。
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是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就的最直接体现。4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节节高升，人们的生活不仅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
作和生活进入美好的黄金时代。

《生活》版从本期开始，带您回顾40年来我区人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点滴变化，感受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为了
内蒙古越来越富强，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让我们怀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珍惜和维护幸福安定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
撸起袖子加油干，并肩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资管新规
引发理财市场波澜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
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出炉将影响超过22
万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这些理财产品究竟
将发生哪些变化？未来收益率会走高还是降
低？在新规过渡期之后，银行理财产品到底还能
不能买？

银行理财将不保本
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即将成为历史。实

际上，观察近期银行在售理财产品可以发现，越
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上都写明了：不保本。

理财产品的本质应是“受人之托、代人理
财”。保本理财实际上是刚性兑付，这就偏离了
资管产品的本质。在监管层看来，这容易抬高无
风险收益率水平，干扰资金价格，不仅影响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弱化了市场
纪律，导致一些投资者冒险投机，金融机构不尽
职尽责，道德风险较为严重。

因此，资管新规作出了一系列细化安排。在
定义资管业务时，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
收益，产品出现兑付困难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
兑付。同时，细化了刚性兑付的认定情形，不仅
明确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属于此类，如果采取滚
动发行等方式保本保收益、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
委托其他机构代偿等，都属于刚性兑付。

这意味着变相发行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
也没有了空间，未来此类产品将逐渐从市场上消
失。在资管新规给定的过渡期内，也就是2020
年年底之前，这类产品还可以继续发行。

短期理财产品受限
资管新规明确，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最短期

限不得低于90天，投资非标资产终止日不得晚
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或开放式资产
管理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

这意味着3个月以下的封闭式理财产品将消
失。此外，银行不能再通过滚动发行超短期的理财
产品并投资到长期资产当中以获取期限利差，也不
能通过开放式理财产品实行期限错配。这与打破
刚性兑付的措施一起，进一步限制了短期投机性的
理财产品，有助于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同
时，这也有利于改善金融机构和老百姓的投资习
惯，引导市场更加注重长期、真实的投资机会，减弱
短期的盲目投机和资产泡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短期理财产品就没有
了。未来金融机构将对理财产品实行净值化管
理，如果要开展短期投资，投资者未来可以考虑
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收益可能增加
未来，投资者可能从理财产品中获得“超额

收益”。
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实行净

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符合公允价值原则，及
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让投资者明晰风
险，同时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管理费
之外的投资收益应全部给予投资者，让投资者尽
享收益，并在此基础上自担风险。

现在，消费者较为习惯的是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率模式，但这一收益率没有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其
投资的基础资产风险，投资者更不清楚自身承担的
风险大小。如果有超过预期收益率的部分，就落入
了银行的口袋。未来，这一局面将被打破，超过预
期收益的部分将归投资者所有。 （据新华网）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服饰历来是时尚变化最为灵敏的标杆，是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一个时代真实生活的写照。它以实物载体的方式
记录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社会和谐稳定……这些辉煌的成就都可以通过不同时
代人们的穿衣变化得到体现。当我们站在当下再回望那段
逝去的岁月，就会发现，服饰的变迁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发展
史，是这个时代前进的缩影。40年来，内蒙古人的衣着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着时代的变迁。

颜色：从灰黑绿蓝到五彩斑斓

“那时所有人身上的主色调基本都是灰、黑、绿、蓝，颜
色稍微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有，就是有也没人敢穿。”家
住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退休老教师王淑珍，对40多年前村
里的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上世纪70年代，身边的人们
穿的衣服大多是灰黑绿蓝几种颜色，大热天能穿一件短袖
白衬衫，已经是“好人家”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来了服饰的春天，内蒙古人的着
装风格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色彩由单调趋于斑斓。网友

“猫姐侃史”留意并记录了这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随着
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的传播，银幕上的‘红裙子’让女性从
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
特点的服装色彩，究其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
观念的解放。”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人们的生活向小康
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穿衣打扮讲求独特和多变，五彩
斑斓的颜色、小碎花、千鸟格……已经很难用一种色彩来概
括时尚潮流。

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穿着上似乎不再执拗地追求个性
和与众不同，着装成为人们气质和品位的一种体现。呼和
浩特市时尚潮人王琛暄向记者描述了他的感受：“虽然每个
人的审美不同，可不管是大妈们景点照中必不可少的五光
十色的丝巾，还是少女们色彩缤纷的海滩波西米亚长裙，我
们都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服饰选择。”

款式：从军干服到“奇装异服”

不仅仅是颜色，款式上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
上世纪70年代，是四个兜的中山服、军干服的天下。

当时正上初中的呼和浩特市民王宁说：“那时候有件军装可
是牛大发了!”由于军装难得，中学生之间除了流行穿军装，
还流行戴军帽，用军用挎包。

“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卖的服装款式又少、价格又
贵。”乌兰察布市的教师朱英1983年参加工作，对此深有
体会，“那时大家都是买来布自己缝制衣服或者送到裁缝店
量体裁衣，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大人穿旧的衣服，剪去损
坏部分，东拼西凑又改成小孩的衣服，凑合一下又是几年，
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很多内蒙古“80后”都有小时候被父母带去裁缝店做衣
服的经历。1982年出生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公务员卫玲
伊告诉记者，在她小的时候，衣服都是妈妈带她去挑喜欢的
布料，然后去裁缝店做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裁缝店渐渐成为历史。

“等我再大一点，就很少去做衣服了。因为县里有了自
由市场，市场里的衣服种类和样式越来越多，而且价格也十
分便宜，再去裁缝店做衣服就不划算了。”卫玲伊说。

伴随着市场、百货商店一起兴起的，还有各种各样的
“奇装异服”。当年的时尚潮人，乌海市退休会计李霞说起
喇叭裤的故事滔滔不绝：“穿一条喇叭裤，戴一副蛤蟆镜，烫
上一头小卷发，是那时候年轻人最潮的打扮。那时候但凡
是爱美的人，人人心中都有个喇叭裤的梦想。”

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街上
流行起蝙蝠衫、健美裤、牛仔裤和连衣裙，一个多样化的服
装时代正式到来。

内蒙古：
办护照只需跑一次

据自治区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消息，5月1
日起，内蒙古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
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
即可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

“只跑一次”工作制度主要包括：
优化办理证照流程，将原来办理证照需要的

制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
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场所
的各个环节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

“绿色通道”办证，增加紧急办证事项范围，
为紧急出国出境参加会议和谈判、签订合同以及
出国留学报到时间临近、行前证件遗失损毁等情
况的人员提供“说走就走”的加急办证服务。

“非工作日办证”，为上班族办理证照提供周六、
办证高峰以及节假日前延时、错峰受理申请服务。

“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证
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至20日。

“一张表单”，一人同时申请多本证件只需交一
张申请表，取一个号，并可根据申请人需求同步寄送。

“一网办理”，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预约办证平
台提前预约，方便申请人按预约时间段到出入境接
待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手续。同时，提供申请人自
愿选择双向速递邮寄出入境证件服务。 （新华网）

有人在微信里“钓鱼”

□云艳芳

日前，笔者在58同城发布了一条呼和浩特
市的房屋出租信息，为了安全起见，笔者特意在
联系人中注明为“先生”。信息发布后，意外收
到了一些外地手机发来的短信息，都称“我个人
想租房，你加我微信详细介绍一下房子情况”。
笔者添加了这样3个微信号，发现都是不需要验
证就可以直接成为好友，而且这几人都是长相
甜美的女性，地区不是广州就是深圳。笔者保
留了一个微信好友静音，决定和她聊下去，看看
她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静音自称在广州一家公司做行政工作，老家
在福建。笔者翻看对方的微信相册，里面的内容
多为自拍的生活照，展示都是做瑜伽、喝咖啡、看
书之类的场景，显得十分小资。又过了几天，静音
表示她要去敬老院慰问老人，果然，随后在她的朋
友圈发布了她为老人梳头的照片，以及和多名老
人的合影。静音还主动跟笔者说，周末还准备去
儿童福利院看望孩子，之后的朋友圈也发布了与
孩子合影玩耍的照片，树立很有爱心的形象。

不久后，静音表示心情跌入低谷，她告诉笔
者，自己的外婆得了肺癌，急需一大笔钱做手
术。她说外公辛苦一辈子，没什么积蓄，只有一
片茶园，正好新茶能采摘了，她要尽全力帮外公
卖茶叶，给外婆凑手术费。这时，笔者大概明白
静音的目的就是推销茶叶。果然，静音开始热
情地推销茶叶了。

笔者问：“万一收了钱不发货怎么办？”静音
表示可以先发货，笔者胡编了一个地址发给
她。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发来一张快递的发货单
号，一查居然能查到物流信息。随后，笔者和她
道出了看破骗局的实情，立即被对方拉黑了。

笔者上网搜索发现，近期类似的骗局在各地
都有发生，被骗的几乎都是男性，骗子伪装成年
轻美貌的女子“错加”微信好友，专门长时间和被
骗者微信聊天、拉近感情，达到骗钱的目的。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
骗子的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只有提升防范意
识，在网络上注意甄别对方身份，识别骗子的陷
阱，谨防被“套路”，才不会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早起一杯蜂蜜水
蜂蜜水清香甘甜，营养丰富，是很多人在日

常生活中都会选择的一款养生饮品，但喝蜂蜜
的习惯却大有不同——有的人习惯用冷水冲
服，有的人则习惯用开水冲服；有的人喜欢早晚
喝，有人则喜欢在一天中的其它时间喝。那么，
蜂蜜有何营养价值？蜂蜜应该用热水冲服吗？
早起喝蜂蜜水是好习惯吗？

北京安贞医院临床营养科医生吴晓玲在接
受人民网《求真》栏目采访时解释称，蜂蜜中主
要的营养物质就是“酶”。蜂蜜中含有多种酶，
如蔗糖酶、淀粉酶、葡萄糖转化酶等等。

那么，应如何食用蜂蜜才能使其中的营养
价值发挥作用呢？

人民网《求真》栏目就“蜂蜜不能用开水冲
服”的说法来到农业部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用20摄氏度、
40摄氏、60摄氏度的水冲蜂蜜的时候，蜂蜜的淀
粉酶值的结果均为26左右，没有明显变化；当用
80摄氏度的水冲蜂蜜的时候，蜂蜜的淀粉酶值
的结果下降为16；当用100摄氏度的沸水来冲
蜂蜜的时候，蜂蜜的淀粉酶值结果小于4，相当
于未检出。因为酶的活性是在一定的温度下才
能够保持的，喝蜂蜜水的时候，水温一定要低，
否则就会把蜂蜜里的这些活性物质破坏掉。

在喝蜂蜜水时，人们除了有用开水冲服的
误区外，还有人把蜂蜜水作为起床后的“第一杯
水”，认为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蜂蜜水有助于清
扫身体内环境。但据《人民政协报》报道，这是
不适宜的。因为此时体内的废弃物还没有完全
清除，又要接受新的优质物质（蜂蜜），那么身体
提供来的新物质与一夜代谢的废弃残渣混合，
就呈现出体内新旧杂合物质代谢吸收的过程，
从而不能很好地获取蜂蜜的营养物质，残渣的
再次代谢也不利于健康。因此，在清晨首先喝
白水，十分钟之后再食用蜂蜜，才会更有利于实
现蜂蜜营养价值的最大化。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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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从的确良到棉麻丝绸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活水平的限制，一个家庭对于
着装上的开销非常有限，人们的衣着穿戴单一朴素。

“一般人往往是十来年才买一两件新衣服。还有不少
人只能穿打着补丁的衣裤，衣服补丁最多的是肩膀，裤子
补丁最多的是常坐的那一块和膝盖，衣料洗得褪色了也舍
不得扔掉。”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养路工人李森告诉记者，那
时还有一种小孩穿的衣服，是用裁缝剪下的小布块拼凑
的。一个布片大约5公分见方，将这些三角的、方形的、不
规则的布块缝在一起，就成了布料，再做成衣服，花花绿
绿，像万国彩旗。这种彩旗衣服，价格便宜，又不要布票，
很受欢迎。

到了冬天，没有毛衣，李森只能穿着母亲为他缝制的
棉袄，一件棉袄常常要穿十多年。“棉花结成了硬板，棉疙
瘩咯得要命，穿在身上冰冷刺骨。出门只能抄着袖筒，缩
着脖子，佝着背，就这样，打发着一个个寒冬。”李森回忆，
当时有的人织件毛衣都舍不得穿，将毛衣搭在肩上招摇过
市，面子上炫耀一下而已。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逐渐好转，时代一天天改
变，人们衣着的材质也在不断变化。如今，再也不是穿在
身上“的确凉”的的确良衬衫，棉麻丝绸、呢绒皮革，各种各
样的材质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不同季节的需求。“现在再
要找到一个穿补丁衣服的人，反倒成了难事，留有破洞的
乞丐装也变成了时尚。”王琛暄指着自己的破洞牛仔裤说。

购买：从凭票购衣到坐在家里网购

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穿”越了40年的风雨历程，人们购买服饰的方式也经历了
从凭票购买到商场、网购等多元化的跨越式发展。

“我小时候，要买布料只能去供销社买，而且还得有布
票，如果光有钱没有票，人家也不会卖给你。布票是每家
按年龄、按人口限量发放的。”今年50岁的鄂尔多斯市民
邢爱蓉告诉记者，有时候供销社也卖一些处理布料，消息
传出，抢购者往往蜂拥而至，排长长的队希望碰碰运气，但
往往是排了半天，布料没有了，只得垂头丧气回家，怨自已
运气不好。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不仅衣
服的款式越来越多种多样，而且卖衣服的地方也逐渐多了
起来。从小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见证了呼和浩特市所有变
化的赵美生说起商场如数家珍，从五四商城、人防草原地
下商城、通达、劝业、金地商城，到天元商厦、民族商场，再
到现在的维多利国际广场、维多利摩尔城、海亮广场、万达
广场等，渐渐的，逛街买衣服已不再是单纯地购物，更变为
一种休闲方式。

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购物方式又逐渐从实
体店转移到了网络。“我现在买衣服基本都是用手机，淘
宝、京东这些常规的就不用说了，还有亚马逊、iHerb、bid-
buy国际代购网这些，可以淘遍全球，方便又快捷，省了不
少事儿！”卫玲伊说。

从凭票购买到坐在家里网购，人们购买衣服的方式迅
速发生了让人难以预测的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
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中国，一个和谐、文明与发展的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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