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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阳县十里铺镇磨沟口村村民反映，
该村的村委会主任陈某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
贪污村民的低保款，村民正常办理业务都要收
取钱财。10月 16日，山阳县检察院表示，此事
他们已经介入调查。（见 10 月 19 日《华商报》）

近年来，一些农村干部利用职务的便利贪
污村民低保之类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这相对
于“老虎腐败”数额不大，是“苍蝇腐败”但影响
却极其恶劣。低保是弱势群体的救助资金，某
种意义上说是低收入村民的保命钱，贪污这些

资金，是对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欺凌。农村“蝇
腐”之所以肆意横行，除了客观上村干部所拥有
的分配权力决定了易于腐败之外，也从另一侧
面反映出了低保等涉农资金监管、村干部权力
监督和村民权利保障等方面制度的严重缺失。

低保在一些地方被当成了镇村干部的分配
指标，给谁不给谁，标准不公开，分配不透明，
成了“荷包政策”，除了虚报冒领之外，还有诸
如人情保、关系保之类权力寻租的现象，严重扭
曲了低保救济的初衷，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低保分配的这些弊端，与救济制度沉不下去有
很大的关系，资格审查、资金监管等监管环节失

守，审批替代服务，导致分配过程中的漏洞百
出，给村干部“蝇腐”留出了土壤。

与农村低保之类事项的暗箱操作对应的
是，村级事务民主监督的不完善、不健全，一些
村干部滥用权力，凌驾于村民自治之上。还有
一些地方政府将村干部当成管控和维护农村
稳定的工具，用人导向异化，对村干部违法违
规行为默认，甚至包庇纵容。正因为如此，像
克扣村民低保、盖章收费的村干部，才会变得
胆大妄为。

治理农村“蝇腐”需制度合力。阳光是最好
的“防腐剂”，消除“蝇腐”的土壤，首先要增强

低保等涉农救济、保障、惠农资金审批和发放的
透明度，职能部门应当是信息公开和资金监管
的主体，保障村民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扩大
群众监督。监督制约是最好的“紧箍咒”，农村
不能成为监督和反腐的盲区，地方纪检监察、
检察机关，应畅通村民监督举报的渠道，帮助
和引导村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从严
惩处村干部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营造村干部
权力受约束的环境。此外，还应大力推进农村
基层民主建设，引导和培育村民民主自治的意
识和能力，发挥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监督制约
作用。⑧6

近日，四川省南部县委书记与四川交响
乐团合作演奏的一段视频爆红网络，其水平
饱受质疑。

正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
生”，正所谓艺多不压身，正所谓天生我材必
有用，正所谓每一位屌丝都有一个才子梦，一
个人有雅好，足以丰富人生，足以提升品位，
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雅好雅不雅？
雅好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达到一定的

水平，才是一种适合公开展示的雅。这大约
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君不见，街头卖艺
者乎？要想让观众打赏，不说修成什么绝活，
大抵是要过得去的。这位书记拉二胡的视频
长约 4 分钟，演奏曲目为《江山》，配演的是四
川交响乐团。在这场演奏中，他的二胡与其
他乐器格格不入，跑调严重，其身边的演奏者
都有偷笑的神情。实在是“呕哑嘲哳难为
听”，当在不雅之属。

雅好即便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怎么展示，
何时何地对何人展示，恐怕也是大有讲究
的。这里至少涉及是否扰民的问题。比如习
练广场舞的大妈们，有些人水平还不错。但
是如果就在你楼下，天天就那几支重金属曲
子车轱辘放，谁受得了呢。这正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这就要说到官员的雅好了，官员的雅好
一旦与权力结盟，就会变质变馊。无论水平
高低，恐怕都难说雅了。比如官员喜欢练习

书法，这本无可厚非。可一些官员热衷于到
处题字收取润笔费，更等而下之的字写得十
分不堪入目，也要到处题，落马后又被成批
量 地 铲 去 。 其 实 类 似 的“ 雅 好 ”还 非 常 之
多。这岂止是扰民，岂止是变相权力寻租，
说得不好听一点，简直是权力对艺术的“强
奸”了。

坊间曾有一个说法是，不怕官员清廉，就
怕官员没爱好。种种情形表明，官员的雅好
有时正是向权力攻关的突破口。回到这位县
委书记的问题上来，他的水平如此之业余，为
什么还能与省级交响乐团合作？投其所好难
道没有任何原因？这原因恐怕要从书记手里
的权把子上找了。

有意思的是，最先发出质疑声音的是法
国大提琴手朱力安，其在实名认证微博上传

了相关视频，同时点评“哪怕公园里随便个拉
二胡的大爷都比他强百倍，糟践耳朵”。但细
心的媒体记者发现，该视频的原始上传者并
非那位发现县委书记“没穿衣服”的外籍大提
琴手，而是网友“haj529”。有知情者称，该网
友恰是南部县委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发布
初衷本是为宣传县委书记的“才艺”。该网友
2013 年 4 月至 6 月陆续在土豆、优酷、56 等视
频网站上传了这段视频，题目皆为“县委书
记×××会拉二胡的才艺书记，太有范了！”殊不
料 ，这 一 次 又 是“ 正 面 宣 传 ”成 了“ 负 面 新
闻”。虽然此前这些视频几乎未被关注，但是
来自异域的大提琴手将其上传到微博，并点
评过后，终于大火了。

这实在算得上是官员雅好不雅的又一个
新典范了。⑧6

治理“蝇腐”需制度合力

雅 好

●画中话

近日，新郑市龙湖镇
开餐馆的黄先生夫妇因为
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被
新郑市盐业管理局检查人
员认定为“跨区域用盐”，
没收部分食盐并处罚款
200 元。18 日下午，新郑
市盐业局工作人员公开向
社会道歉，退还黄先生罚
款及收缴的盐。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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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赵简子要显仁德，每年正
月初一都要放生斑鸠。邯郸人
都争着逮，献给赵简子，换来重
赏。有人就劝他说：“你要放生，
百姓争相猎捕，弄死的斑鸠一定
不少。逮了再放了，也难偿过

失，有个鸟仁德呀！”赵简子听了，再不说放生的事了。
大概因列子讲了这寓言，好长时间人们不说放

生的事。到梁武帝那朝，有僧人慧集，以自残的形式
乞讨，讨的钱赎生放生，放生又被提起。其实佛教所
说放生，是借机讲慈悲，因果相续，生死轮回，你看到
的虫鱼鸟兽，上辈子可能是人，甚至是你的亲属，所
以，要不杀生，遇到杀生的，要尽量放生，放生现世保
病延生，未来可证菩提。说到底，放生还是为着让人
活得更好。

这一点和儒家所讲“亲民爱物”“恻隐之心”有相
通之处，儒释交映，放生也就盛行开了。一盛行，赵
简子式的伪善也就接踵而来，放生往往变成更大规
模的杀生。例如，慈禧每年四月十五日都在排云门
前放生大量鸟雀。可她放生的鸟雀，都是官员为逢
迎她而动用人力捕来的，她放生一只，就要以捕杀十
多只为代价。

不仅如此，放生发展到现在，甚至还会闹出人
命。几年前，四川某地放生大量乌龟，邻近小学生争
捞，竟然淹死了一个。这事很偶然，但如果像咱郑州
某位善士的所为，放生变杀人，怕就会成为必然。前
些天，有人竟然把一条小鳄鱼放生到东区如意河
中。《吕氏春秋》有语：“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
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
乎其类者也。”放生冷血凶残的动物，到人烟稠密之
处，不考虑人的安全，是放生呢，还是要杀人？⑧6

（吕志雄）

放生悖论
古
今
谈

公开取暖费成本才能消弭质疑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10 月 19 日报道，从
2012 年起，内蒙古煤炭价格不断走低，近期动力煤价
只有最高峰时的一半。呼和浩特市民郑先生质疑：煤
价都降了好多年了，取暖费为什么不降？

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正常逻辑，煤炭价格
不断下跌，而且煤炭价格已经连续下跌了好几年，那
么作为下游产业的供暖行业取暖费理所当然要随之
跟进下调。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煤炭价格上涨，取暖
费跟着上涨；而煤炭价格下跌，取暖费并不跟着下跌，
依旧坚挺，甚至反而继续上涨。

这边民众年年质疑取暖费只涨不跌，那边供暖企
业、物价部门却喋喋不休地重复说人工开支、运输费
用、环保治理费用、管道铺设和维护等成本不断上涨，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煤炭价格下跌的利润空间。并
且，取暖费实行的是政府定价，目前的取暖费标准是
按照低价煤炭标准定价的。

供暖不同于一般商品，公益性是供暖的本质属
性。不管取暖费只涨不跌是否有道理，只要老百姓不
能接受、不能理解，民众就会将矛头指向定价的政府
部门，最终损耗的是政府公信力。

公开取暖费成本等信息，才能消弭公众的质疑。
供暖费透明化，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部门对供暖
成本进行详细审计，并公开供暖成本，接受公众监
督。另一方面，应建立煤炭价格与供暖费联动机制，
打破供暖费只涨不跌的格局。⑧6 （何 勇）

“委屈奖”远不能消除委屈

一年轻男子坐在宝马车里吃早餐，随手将餐巾纸
和塑料袋往外扔，51 岁的女环卫工刘福香清扫后提醒
对方不要乱扔垃圾，没想到该男子出言不逊后动粗，
连扇刘福香两耳光。近日，发生在汉口江汉一路上的
这一幕，被网友拍下传到网上，引发众怒。（见 10 月 19
日《楚天都市报》）

像这样由于阻止市民不文明行为而受辱，在我们身
边并不鲜见，而就武汉来讲，也并非孤例。2011年，就有
媒体报道，一名妇女遛狗时，狗随地便溺被环卫工人阻
止，该妇女就骂环卫工人“连狗都不如”等十多分钟，让环
卫工人很受伤，一时间引起网友众多议论。

环卫工受辱的事件并不罕见，只是由辱骂发展到
动手打人。最新消息是，武汉市有关部门向当事环卫
工颁发了 1000元“委屈奖”。相信不久的将来，打人者
会得到应有的惩处，还被打环卫工一个公道。但显
然，要想彻底杜绝此类不尊重环卫工人的打人事件再
发生，这样的举措还远远不够。

此次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发出感慨，环卫工人属
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更应得到关注和保护。
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营造人人尊重环卫、人人宣
传环卫的良好社会氛围。显然，这不是一个公安调查
追责和发放“委屈奖”就能解决的，这是包括政府、公
民、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和积极面对才可能解决
的。⑧6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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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建 设 完 善 的努 力 建 设 完 善 的 科科 技 企 业 孵 化 之 地技 企 业 孵 化 之 地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园（（东区东区））欢迎您欢迎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保平李保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国
庆讲话中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
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这“三个转变”在全国产生
极大反响。

河南要实现“三个转变”，核
心是技术创新。加快技术创新，
必须加大科技服务业的支持力
度。郑州要加大力度，构建平台，
逐步构建科技服务业的集散地，
最终成为河南省科技创新成果聚
散、转化的重要枢纽。

在实现“科技河南”的征程
中，有一支力量值得关注，那就是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
这家有着众多国家级名号的科技
园区，承载着“招商、孵化、培育、
壮大”我省科技型企业的重任，成
立几年来，业绩斐然，成效喜人。

建设的历程

早在 2009 年 3 月，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就经国家科技部
批准，与天津高新区、广州高新区
和苏州高新区一起，成为了首批
启动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的
高新区。郑州高新区制定了“一
区多园”的战略目标，以园区为载
体，培植产业优势，打造国家级的
战略园区。大学科技园（东区）正
是在这个前提下正式立项的，成
为高新区这个战略发展规划中的

重点项目之一。
总投资额 100 亿元人民币的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东区)项
目于 2009 年 9 月奠基，规划总用
地面积 103 公顷，总建筑面积 210
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全省科技
成果转化核心区、创新极，努力成
为郑州科技产业创新的内核和原
动力。园区主要涉及电子信息、
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医
药、新能源及环保等领域。建成
后，将引驻科技型企业 3000 家，
提供就业岗位 22 万个，实现年营
业收入 500 亿元目标。

大学科技园采取“多校一园、
共同发展”的建设模式，主要依托
我省高校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
和郑州高新区的政策优势、环境
优势、服务优势、资金优势，搭建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
平台，使其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培育
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基地、高
校技术创新基地。

2011 年 9 月，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指导意见》，建设中原经济
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要
求河南省要集中优势资源，实施一
批科技重大项目，加快产业化基地
建设。此后，大学科技园（东区）项
目更是得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的
重点关注。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
多次考察高新区工作时，专门来到

科技园指导工作，并明确提出了
“进一步降低科技园区密度，改善
内部生态环境，建设‘现代、生态、
人文、创新’城区”的具体要求。
大学园（东区）项目符合郑州市打
造中部地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打造产城一体、实现郑州

“两翼齐飞”的宏伟目标。

良好的业绩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东
区）经过两年建设期，2011 年初，
一期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园区建
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完善孵化
服务体系建设和对接高校科研成
果转化平台建设的工作放在了重
中之重的位置，致力于有效衔接科
研院所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入
园企业技术需求对接工作。促进
了园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
和提高，为有效发挥高校的技术、
人才等智力资源搭建了一个广阔
平台。同时也得到了各高校师生
的认可，大力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建
设和发展。2012 年，大学科技园

（东区）经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认
定，成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园区为搭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
展的平台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建
设方向与建设目标都与科技地产或
一般的商贸写字楼有着本质的区

别，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
园区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

化、规范化的孵化服务。将入园
企业分类、分级纳入规范化管理，
享受园区整体的精细化服务。搭
建一套中、小微企业在运营发展
各个阶段所需要的以公共服务与
公共技术服务为主的资源平台，
让所有入驻的企业在创业的路上
享受全面的、实质性的服务。包
括政策支持、信息咨询、行政审

批、工商注册、种子孵化基金注
入、科技项目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及双软企业认定辅导、各项培训、
办公场地出租、技术成果转化与
转让等全方位的服务。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现
实问题，大学科技园（东区）重点
搭建了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开展
多渠道融资服务。每年针对创新
性强、技术领先、市场前景好的优
质入园项目提供千万孵化基金；同

时，与投资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合
作，为入园企业提供亿元园区商誉
信用融资担保，为入园企业的持续
创新向上发展提供动力。

2013 年 12 月 ，大 学 科 技 园
（东 区）已 引 驻 科 技 企 业 近 200
家，其中孵化企业达到 86 家，园
区各项软硬件指标都达到了国家
级孵化器的标准。经科技部火炬
中心认定，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
园（东区）成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中的一员。
2014 年 10 月，园区签约入园

企业已达 300 余家。正式交付使
用的园区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年
底预计在孵和毕业企业完成技工
贸总收入将达到 15 亿元。在未
来的十年中，河南省国家大学科
技园（东区）作为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的基地，将以建设河南省最
完善的科技企业摇篮为目标，努
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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