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评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近日下发通知：禁止学生叫外
卖，禁止打包食堂饭菜进宿舍，禁止在校内各食堂的一切现
金交易……学生们必须得亲自去食堂吃饭，要是病了，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需将饭菜打包进宿舍的，得凭辅导员证明并
自备非一次性餐具到食堂去买。该校副院长回应称：叫外
卖一吃完，饭盒堆满垃圾箱，‘增加环境压力，说明没有社会
责任感’。另外，这也是为把学生拉出宿舍，形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你咋看？”11月 24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这一
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爱播飞鱼”：看到这个消息真
是醉了，用快递是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不是让人变懒？
很多事情不能“一刀切”啊。如果食堂饭菜稍微好吃点，座
位稍微充足点，环境稍微干净点，谁还去叫外卖呢？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跑呀跑”：如今大学生的体质
确实有待加强，必须鼓励大学生走出宿舍，走出教室，走向
操场。但对于有些忙事业的同学或有急事的，叫外卖也是
可以理解的。试想，宅在宿舍吃零食泡面好？还是叫外卖
吃正餐好呢？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一颗奇异果儿”：外卖无疑会
制造白色垃圾加重环境压力。该校的这则规定，如果仅从
其最终目的进行考量，它的用心良苦其实是值得赞扬和肯
定的。毕竟，在当下的高校校园，学生足不出户、吃喝拉撒
都在寝室的现象并非只是少数。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四方少女”：真的不敢说外卖
有哪些好处。外卖的卫生没有保证，无人监管。用的包装
没有质量安全保证。我们宿舍仨女生天天吃外卖，也没见
她们吃得有多好。真的是惯坏自己又污染环境。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扬飞”：单从环保来说，学校所
做的努力就算有瑕疵，也值得肯
定。但若要从社会责任感上说，
是否这一禁，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就会增强？更令人担忧的，是治
标不治本的一禁了之，不仅不会得
到学生的理解和认同，甚至出现

“越压迫、越反抗”的情况。果真如
此，便让原本不经意乱扔的坏习
惯，变成了故意乱扔的悲哀。

住建部公布农村生活垃圾 5 年治理愿景引关注。破解“垃圾围
村”困局需要方方面面努力——

建美丽乡村 别当旁观者
□本报记者 贺心群

“建设‘美丽乡村’，必须解决‘垃圾围村’这一难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出消息，将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
5 年专项治理，使全国 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基
本扭转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并形成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的长效机制。‘美丽乡村’是我们的向往，又是每个人的
责任。我们能做点啥呢？”11 月 23 日，大河网网友“你丫
说啥哩”这样留言。

据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表示：

“现在的农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围村，不少农民还生活在到
处是垃圾的环境中。他们盼望着环境的改善，盼望着有
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这个要求并不高，是起码的权利，
也是基本的民生工程，我们没有理由不满足这个要求。”
该报道引发网友支持和共鸣。网友们在吐槽农村垃圾成
灾现象的同时，纷纷为治理建言献策。记者就此采访了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人民网网友“风景会依旧”：农村垃圾问题很让人忧心
和纠结，确实该治理了。农民越来越富，污染却越来越重。
有毒的垃圾渗入土地河流，不仅损害农村居民的健康，也将
污染城市居民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进而
毁坏美丽农村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风景。

@很想去看看: 农村的垃圾污染问题也是我实实在在
看到的危机。以前鲜有工业产品垃圾到农村，所以那时垃
圾都可以自然分解掉；而现在大量不能分解的工业产品（特
别是塑料）成为农村垃圾，没法处理，只能随手乱丢，对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一路雨画：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子，生
活变好了。可农村垃圾没有处理好，小河边堆着很多垃圾，
小河伤不起，喝河水的人更伤不起。

新华网网友“菜园守望者”：环境恶化往往是不可逆的，
农村地区河水萎缩，垃圾发臭，蚊子成团飞，政府需要建立
农村垃圾收集处理机构，保护农村的青山绿水，留住美丽乡
愁，现在为时尚未太晚。

@aiyongl：农民的房子再新再大，屋里家电再全，门前
的路再宽，如果整天住在垃圾堆里，谈何幸福生活？现在不
少农村的垃圾无人管理，到处都是垃圾，损坏农村的形象，
危害农民的身心健康。5 年专项治理，“美丽乡村”不再是
梦。希望立法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的回收管理，污水管道和
种植、养殖区的统筹规划，改变城乡环境。

农村被垃圾包围，谈何幸福生活？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处 理 工 作 的 意 见》( 豫 政

〔2009〕43 号)，我省 2009 年率先为全省 874
个建制镇配建了生活垃圾中转站。这些垃
圾中转站现在的运行情况如何呢？11 月
24 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
处易处长告诉焦点网谈记者，他们已经对
此做了安排，下一步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这
些中转站进行改造或搬迁，让它们充分发
挥作用。

他表示，现在我省的建制镇数量有所
增加，原有的 874 个建制镇都建有垃圾中
转站，都在运行中。目前，他们已经把这些
中转站的管理工作交给各省辖市和县政
府，而且对此做了具体安排：在这些垃圾中
转站中，能使用的继续使用，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升级改造；对那些不能用的或运行
情况不好的，要做好调研，然后进行异地迁
建，确保能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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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个建制镇垃圾
中转站将充分发挥作用

建设美丽乡村，留住美丽乡愁，需
要我们共同行动。请随手拍下你身边
的乡村美景，与大家分享当地在农村
垃圾治理方面的经验，也可以拍下周
围“垃圾围村”的镜头，督促当地政府
和居民及早进行整改。

建设美丽乡村
我们一起行动

@牛大力 2012：改变农村“室内现
代化，室外脏乱差”的现象，应该利用现
代手段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应该将农村
环卫工作纳入城市管理中，实现城乡一
体的垃圾储运体系，将城市和农村垃圾
统一收集、统一清运、分类处理，建立城
乡一体的垃圾处理机制，这样才能破解

“垃圾围村”的困局。
@人生是一道风景：环保的根本问

题在人。如果农民在村前屋后、路边河
坡随手乱扔垃圾的陋习不改，建再多垃
圾池又有何用？如果农民不懂得、不愿
意对垃圾进行分类和投放，垃圾的回收
和利用又从何谈起？因此应对他们进行
教育和引导，调动积极性，让他们都成为

“垃圾处理达人”。环保知识进课堂，“小
手拉大手”的方式就不错。

@赫晓霞：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变化，但那些以前好的做法还是要保留
的。农村垃圾的一部分本来是很好的肥
料，另一部分可以用来喂养家禽和家畜，
还有一部分可以进入废品回收系统。另
外还可以建家庭用沼气池，把食物残渣、

无用秸草、禽畜粪便，变成清洁能源和有
机肥料，大大减少农村垃圾的产出量。

大河网网友“雪中花开”：不管身在
何方，位居何处，很多人的乡愁情结的那
一头都连着老家农村。建设美丽乡村，
我们都不是旁观者。过去走村串巷的

“货郎担”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甜蜜的回
忆，一个玻璃瓶、一团破棉絮、几只破鞋
底儿……都能换成黄豆大小的糖豆，这
样既美化了环境，又实现了循环利用。
现在农村的这些东西都成了垃圾，也让
美丽乡村渐渐成了回忆。

大河网网友“中原候鸟”：时代变了，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新“货郎”。地方政府
要支持和鼓励每个村子成立一个废品收
购点，一乡至少要有一个专业废品收购
企业，使农民的废旧塑料、化纤旧衣等变
废为钱。另外，应该在农村地区适当建
设不同规模的垃圾无害化处理企业，比
如生物肥加工、炉渣灰制砖、废旧塑料再
利用等，让农村垃圾有个好出路。农村
的垃圾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们的乡愁就
能留住了。

建设美丽乡村，我们都不是旁观者

点击事实：“下午乘 22 路公交车，到郑州黄河路第一小
学时，公交车还没停好，一帮孩子蜂拥而上跟着车跑，围着公
交车门，嘴里喊着快点快点，推着前边的同学往上挤。上车
后他们兴奋无比，在车厢内蹦跳打闹，大呼小叫，吃零食，几
个男生双手抓着栏杆、扶手，一会儿做引体向上，一会儿‘荡
秋千’。有位乘客劝了一句，一小学生竟说，‘你干嘛管我？
你又不是我爹’。放学时段本来就车多人多，孩子们这样多
危险啊。为什么没有养成文明乘车的良好习惯呢？”11 月 21
日，网友“飞翔的机翼 ”在大河论坛发帖吐槽，网友们纷纷跟
帖发表看法。有网友认为孩子的天性就是这样，没必要惊
慌。也有网友认为，这不仅是乘车安全的一个问题，更是乘
车文明礼仪的缺失，大人给孩子做好榜样了吗？

公共场所的文明之举都去哪儿了
大河网网友“辣辣风”：每到学生放学时，好多学校门前

的交通立刻就变得混乱，这一现象人们大都见怪不怪了，学
生们也毫不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或许本是生活中微不足
道、举手之劳的小事。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共场所

的文明之举都去哪儿了？
大河网网友“海蓝柔光”：公交、地铁难挤，除了人多车

少，还有个原因就是大家排队意识较差、“拼搏”精神太强。
郑州其实挺文明的，公交车上让座蔚然成风，但挤车时的出
生入死、你争我抢，实在让人汗颜。真心希望能在公交站点
弄一个围栏，让大家排队上车。

大河网网友“安妮de小小世界”：我曾在大连上大学，发
现在大连乘公交车大家都能自觉排队，刚开始感到很惊讶，
后来自己也习惯了。现在每天路过郑州紫荆山桥下，看到
104路公交车始发站，乘客都在自觉排队，没有一哄而上挤公
交的现象。希望以后我们都能自觉排队上车，让好的习惯成
为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

孩子的坏习惯是天生的吗
大河网网友“哆啦a梦小饼干”：文明出行、文明乘车早

已是城市文明的老话题，孩子们跟着车跑，车上打闹、做引体
向上、做游戏、乱动设施，把头手伸出窗外等，这些现象其实
很普遍。孩子的坏习惯是天生的吗？我认为家长在教育孩
子注意安全时，更应该想想自己乘车时有没有把乘车礼仪抛
弃？有没有给孩子做榜样？

大河网网友“小懒”：学生在公交车上挤、乱、闹等是因为
他们年纪小，这是他们的本性，也是天真烂漫的一种表现。
目前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乘车风气，孩子们也很难做
到礼貌乘车。如果成人树立好榜样，孩子跟着学习，就能养

成良好的习惯。
大河网网友“林夕月”：公交车就像一个小社会，反映出

人们的行为习惯、文明素质。告别陋习，牵手文明，要靠教育
引导，也要靠规范约束，当讲礼貌守公德成为大家的习惯，文
明才能蔚然成风。
记者调查

“样板”站台不能昙花一现
3 年前，郑东龙子湖高校园区的公交站台成为文明乘车

的样板被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呢？11 月 24 日，来自河南
中医学院的大五学生赵佳歌告诉焦点网谈记者，“刚上大一
的时候，有段时间学校的志愿者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大家排
队上车，虽然队伍排得很长，但不用挤来挤去，安全又省时。
现在没人管了，有些同学怕坐不上车，也不排队了。有时为
占个座位拼了命地往上挤，甚至发生争吵。上周六我从市区
坐车返校，有个女生先挤上去了，为给同伴占座，从兜里掏出
一百元钞票扔到一个位置上，当时我都惊呆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等学校的大学生，他们认为很多大学生其实都能做到文
明乘车，只是良好的乘车习惯需要多方的引导。

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学生刘洋说：“大学生代表年
轻有活力一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更应该讲文明
礼仪，提高个人素质是没有终点的。呼吁大学生文明乘车、
文明出行，为社会做出好榜样。”

上车前乱挤乱跑，上车后大呼小叫。学生乘公交乱象引网友反思

大人给孩子做好榜样了吗
□本报记者 王 佳

汝南县端掉一特大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窝点，查出近百
斤重 A 级烟花弹一枚，威力相当于八十八枚手榴弹。读了
大河网 11月 24日的这则新闻，惊出一身冷汗：又到年底，警
惕烟花变成炸弹！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民俗，无可厚非。这一民俗至
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南北朝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
记》记载，正月初一鸡叫头遍时，大家就纷纷起床，在自家院
子里放爆竹，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遗憾的是，近年来烟
花爆竹变炸弹的事情屡屡发生，一些案例代价惨重引人深
思。如，2013年 2月 1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坍塌致 10死 11
伤，事故系运输烟花爆竹车辆爆炸引起。

惨痛的教训提醒人们，要防患于未然，相关部门必须加
强对烟花爆竹的监管，从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燃放等各
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悲剧重演。应
该庆幸，汝南县安监局、公安局等单位在联合执法中，查出
了这枚近百斤重的 A 级烟花弹，成功避免了一次悲剧产生
的可能。庆幸但不能居功自傲，民间还有很多非法烟花爆
竹储存点，它们随时可能变成炸弹。中国、河南、汝南，不管
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看河南各地，监管任务艰巨，相关部门应
严格把关，严格执法，决不能漏过一颗“炸弹”。

警惕烟花变成炸弹，关键是要提高每一个人的安全意
识，形成行为自觉。人们不妨想想燃放烟花爆竹的初衷，不
就是图个乐呵，表达一下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吗？若是在燃
放过程中，有人炸断胳膊少条腿，恐怕大家瞬间就没了燃放
时的快乐和幸福感，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可见，每一个人都
应该提高安全意识，对于烟花爆竹，抵制违法生产，不参与
违规运输，合法合理储存，定点销售，在安全的前提下定点
燃放，形成行为自觉。

白驹过隙，又到年底。莫让烟花爆竹变成炸弹，惊扰了
大家过年的兴致。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警惕烟花成炸弹
□孙华峰

禁止学生叫外卖 治标能治本吗
□本报记者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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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被评为 2014年河南十佳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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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推进“六五”普法的深入开展，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稳步推进农
村民主法制建设，近日，伊川县司法局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农村法制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手册和摆放咨询台、宣传展板等
方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宪法》、《刑
法》、《民法》、《劳动合同法》等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群众提供法律帮

助。活动现场，通过解答法律咨询、提供
法律服务、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标语横幅
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详细讲
解手册内容，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等服务，同时耐心为民众答疑解惑。

此次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
观念和维权意识，为打造平安、和谐、法治伊
川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基础。 （贾磊）

为扎实做好“学新法、清隐患、促落
实”活动和公共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整治，
洛阳老城区周密部署、认真组织、加强协
作、狠抓落实，根据区长杨劭春同志在全
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18 字要
求：“敲紧钟、吹响号、织密网、砸重拳、砌
紧责、要实效”。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制

订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工作步骤和完成
时限。老城区安监局认真组织“3 个 2”活
动（即举办生产经营单位和办事处监管人
员两个层次安全培训，组织两次安全生产
法宣传，开展一次全方位的大检查活动和
一次交叉互查），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周乐乐）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活动,提高办案质
量,增强执法公信力,卫辉市检察院采取多项措
施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社会监督,提高了检
察机关工作的透明度。该院在开展人民监督
员的工作中，一是加强培训，提高履职能力。
组织监督员学习检察院的性质、职责及最高检

《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等，使其更
加熟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同时，向人民
监督员赠阅《检察日报》、《人民监督》等报纸杂
志，不断提高其监督能力和水平。二是加强协
调，疏通监督渠道。从办案环节和工作机制上
保证每一起符合条件的案件都及时、有效、依
法进入监督程序。三是加强规范，严格监督程
序。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对进入监督程序的每
一起案件,都按规定和要求进行审查把关,保证
从案件受理到监督终结都严格执行监督程
序。四是加强协商，尊重监督意见。检委会经
过讨论认为人民监督员的意见既符合法律的
有关规定,又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终都
会采纳。五是加强联系，发挥监督实效。利用
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人民监督
员联系，并且建立信息平台，及时将检察工作
动态发送其手机上，不断完善人民监督员实现
知情权的方式，积极为人民监督员履职创造条
件，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董水华 周红伟）

近日，高铁二队迎来了一批新学员，
为车队增添了新的气象。这是郑州客运
段高铁二队全力打造技能型职工队伍迈
出的第一步。据悉，为使新职工教育更直

观，技能培训运用模拟列车车厢、多媒体
电教设备，以现场模拟的方式着重解决职
工理论与实作脱节的问题，激发了新职工
学习业务技能的兴趣。 （吴琦）

伊川县司法局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月活动

洛阳老城区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卫辉市检察院积极开展人民监督员工作

郑州客运段构建通向高速列车的阶梯

通许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国土告字[2014]10号

经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政府批准,通许县国土资
源局决定以 挂牌 方式出让 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非法倒卖土地行
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因企业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
利用土地、擅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
品房开发、拖欠土地出让金等情形之一的企业或个
人。不得参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到通许县国土资源局获取挂牌 出
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到通许县国土资源局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7 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7 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经审查，如竞买者三人以上（含
三人）将以拍卖方式公开竞拍。县人民政府将委托

市以上有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拍卖地点、拍
卖时间将另行通知（并索取拍卖须知）。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通许县国
土资源局进行。该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3-07 号地块：2014 年 12 月 14 日 08 时 30 分
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 15：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

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交付土地时间：以政府批准文件为准。如

因不可抗拒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交付土地的，由竟
得者和县政府协商解决。

（三）土地成交价款不包含代收代缴税费、土地
登记费、测绘费及拍卖佣金。

（四）该宗地在公告挂牌期间如遇不可抗拒原
因，出让方有权延期或终止本次公告挂牌活动。报
名者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相关要求和条件。

八、本次挂牌出让活动的解释权归出让方。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县城解放路中段东侧
联 系 人：罗先生 陶先生
联系电话：0371-24868859 0371-24992379
开户单位：通许县财政局综合计划股
开户银行：通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通融信用社
银行账号：78340530332012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通许县支行
银行账号：41001560510050201979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通许支行
银行账号：250708955957
开户银行：开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

支行
银行账号：5028980000018

河南省通许县国土资源局
通许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4年11月24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投资强度：

现状土地条件：净地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2013-07
40 年

≥25

323.4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14 日 8 时 30 分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3422.23
≤0.8
15 米

323.40 万元

10 万元/次
2014 年 12 月 24 日 15 时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咸平大道南侧、金邢路西侧

≤30
公用设施营业网店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