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0日，兰州市有关部门向媒体发布通报
称，直指中石油兰州石化作为央企，不履行社会责
任，要求其向兰州市人民道歉，措辞之严厉为历年
所罕见。但在兰州石化及当地多位观察人士看
来，兰州市政府如此做法，背后却藏有深意。“说白
了，兰州市政府就是想让兰州石化尽快搬迁到兰
州新区去，以数百亿元的搬迁工程挽救兰州新区
目前日渐式微的发展形态，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逼
宫”。多位兰州石化中层干部向记者描述称。（据
1月 11日《中国经营报》）

此次兰州市有关部门在媒体斥责中石油兰州
石化，矛头直指其整改不力，违规泄漏。对此，兰
州石化当日晚间做出回应，承认在生产运行异常

情况下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公司在生产管理、设
备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并做出了“进一步
强化环保管理和加大隐患治理，宁停装置不污染
环境，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的承诺。此回应表明了
兰州石化执行政府环保政策、顺应民意的积极态
度。

但是，在兰州石化中层干部、员工中爆出的
“逼宫搬迁”论很令人匪夷所思。“逼宫搬迁”只是
一种猜想，虽然兰州市一直在推动兰州石化搬迁
工作，但此次兰州市相关部门仅就事论事，针对其
整改不力、违规泄漏事件发难。将两件事关联起
来，未免过于敏感。所以，“逼宫”的猜想无非透露
出一种对政府发难的不满和非议。

这些人认为，兰州石化历来是甘肃省第一利
税大户，“几万人的大企业，不可能不出现一点生

产故障或事故”。这样的表述明显就是一种以功
盖过的思维，说明了很多人还在为 GDP时代的功
绩沾沾自喜，引以为豪。为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
就可以抹掉对环境犯下的过错，这是典型的 GDP
效益观的狂欢。

即使“逼宫搬迁”的猜想成立，兰州石化员工
也不必如此愤青。毕竟兰州石化是高污企业，技
术改进难度大、耗费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污
染，搬迁甚至关停都是众望所归。兰州石化官方

“宁停装置不污染环境”就彰显了对GDP效益观的
重新认识。自北京APEC蓝出现以来，环境效益观
越来越深入人心，蓝天碧水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
活追求。

APEC 蓝是中国政府用超常规手段治理出来
的。在 2014 年北京 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实施

道路限行和污染企业停工等措施，来保证空气质
量达到良好水平。事实证明，放弃一部分 GDP效
益，APEC蓝就如期而至。要真正留住 APEC蓝，回
归碧水蓝天，有时候搬迁、关停一些高污企业也是
势在必行。完全依赖高污企业的自觉，没有政府
的强力手段和依法治污的坚定决心，很不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腾飞，但在环境
污染上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 GDP 经济，往往得不偿失，对民生的危害也较
大。前人赚钱，后人遭殃的GDP经济，应该紧急叫
停。中央多次提出淡化 GDP增长目标，强调各级
政府要增强环境效益观，引导经济软着陆。因此，
污染企业应积极回应中央精神，在企业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之间做好利弊权衡，坚决配合政府部
门的工作，努力做好环境保护大文章。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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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说南阳一民警，为欠账地
产商护驾，撞翻讨债人，不管红
绿灯一路狂奔。

曾身为奴换来无限风光的
魏忠贤地底下躺不住，约这民警
谈谈为奴之道：给人当奴才要把
握“三字经”：钱、权、升。比如俺

吧，自阉进宫，情愿当奴才，不是为啥“忠君爱国”，就是
为钱。钱是咱的命呀，可光靠主人给那点工钱，顶啥
用？发大财，享荣华，就得借助公权，权为私用，那钱来
得比黄河决堤还猛。钱因权多，权因钱大，钱权间的乘
号就是这个“升”，你得从奴才变成主子。

像俺吧，结魏朝，媚王安，转身把他们一脚踹翻，从
太监的奴才升为皇帝的奴才，俺也变成主子了，有了

“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儿”一帮奴
才，要杀人，他们杀；要钱，他们送，你看俺这奴才当
的！可看看你，给地产商当奴才，也会要钱，弄个股东
当当；也会弄权，以警察身份为主子保驾。可你咋就把
握不住“升”字诀呢？你看那些塌方腐败处的官儿，给
某个“大老虎”当家奴，人家官也升了，钱也捞了，既是
奴才又是主子，像你主子地产商之类的，怕还得给人家
进贡呢？

你说什么？没那机会？真是朽木不可雕！咱们当
奴才，还有个钻营“三字经”：叫“钻、攀、粘”，见缝儿就
钻，见枝儿就攀，见官儿就粘，哪会没机会？机会都是
人创造的，你问问那些给人当家奴落马的官儿？看人
家是不是这样爬上去的？咦，不能给你说了，地府里巡
检包大人来了！

却见王朝马汉拧了魏忠贤就走，只听包公说道：
“你这套把戏早没市场了，虎头铡狗头铡磨得利，防贪
反腐网络正越织越密，你还想翻浪呢！”禁闭室内，那警
察陡然梦醒，似有所悟，有些惕然。⑧8 （吕志雄）

安徽宿州市一名一岁男童“怀孕”的消息，
在当地引起热议。据了解，该男童因连续发烧
住进宿州市立医院，当医生把彩超的结果交到
男童父母手中时，男童父母当场惊呆——男童
竟有了“身孕”。记者采访获悉，该医院现已承
认是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了纰漏，相关责任人
已被处罚。（据 1月 10日《安徽商报》）

就“男童彩超被怀孕”一事的发生原因，医
院称主要与设备故障等有关，“显示屏上的报告
结果是正常的，但在打印报告时，由于电脑系统
延迟，导致患儿的个人信息和报告内容不相
符”。有网友迅即联想翩翩：现在有些医院为了
盈利，拼命提高设备利用率，医师为了完成任务
指标，恨不得把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做上一遍。
幸好是男童彩超“被怀孕”，否则的话，患儿父母
又怎能一目了然地识穿谬误？

关于贻笑大方的医院检查结果，印象颇深
的，莫过于前些年“绿茶代尿”检出种种“毛病”
的媒体暗访事件。尽管此后卫生部新闻办相关
负责人出面回应，用绿茶替代尿液送检的做法，
是不科学的，容易误导公众，且会给本以脆弱的
医患关系“火上浇油”，但由今而论，就算有些医
院刻意而为的“过度医疗”，或有一种为了避免
日后被指“检查不细”的现实无奈在里头，可像
安徽宿州那样，彩超检查医生和审核医生双双
通过了“男童怀孕”的检查结果，这总不能再说
是外界的“吹毛求疵”或“误导添乱”了吧。

一家市立医院的男童彩超“被怀孕”，或许

消除了另一种“误导”：很多患者及其家属向来
愿意想当然认为，那些轻率随意检查、削尖脑袋
赚钱等的医疗乱象，往往是个别民营医院的“拿
手好戏”，而牌子过硬的公家医院是不会“儿戏
操作”的。现在看来，人的“纰漏”即使不提，这
检查费用高昂的机器“纰漏”，确是无可置疑地
存在的——假如不是“男童怀孕”，倘若不是患
儿父母眼尖与爆料，真不知这“过关斩将”的一
连串“纰漏”，要到何时才会被抖搂出来。

公立医院有着“公信度高”的天然自信，当
然要比其他性质的医疗机构更加注重“爱惜羽
毛”。且看安徽宿州那家市立医院的后续反应：
事情发生后，院方在进行调查同时，也在全院范

围内进行排查，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医院相关人
员目前也受到了处罚云云。循着某种现实语
境，“排查”啊、“落实”啊之类的举措，未必不会
存在“虚货”；而所谓“相关人员受处罚”的字眼，
同样颇多含混与模糊，到底是什么人受到了什
么力度的处罚？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对于最最
关键的“被怀孕”患儿，院方究竟表达了怎样的

“实质歉意”呢？
幸好是男童彩超“被怀孕”——这样的“庆

幸”，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悲鸣。但怕就怕在某
些“出事”医院的潜意识里，也仅仅将之视作一
种过于离谱了点的偶尔“闪失”，并没从根子上
去领悟和警醒公众信任的降解与流失。⑧8

幸好是男童彩超“被怀孕”卖身为奴

教师无特殊原因上课迟
到或提前下课 5 分钟以上，
扣一个月奖励性绩效工资，
平均有 2000 多元。一年内
累计迟到 6次，扣发 6个月奖
励性绩效津贴，有 10000 多
元，同时取消两年内评优和
申报高一级技术职务、管理
职务的资格……最近，南京
财经大学出台《教学事故认
定与处理办法》，堪称建校史
上控制教学事故的最严新
规。⑧8 图/闵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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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道歉”与“逼宫搬迁”

2015年 1月 13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 丁新伟 zysp116@163.com

区长不该吃污染橘子
1 月 10 日晚，湖北省武汉市，电视问政第五

场关注医院、商场、学校周边秩序管理，开发区
和新城区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实施问题，相关
负责人走上问政台。蔡甸区区长彭巧娣现场吃
掉被污染的橘子，这个橘子来自蔡甸区一个被
水泥搅拌站所产生的水泥灰污染的果园。

其实区长吃不吃掉这个被污染的橘子，并不
重要。吃一两个受到污染的橘子不可能对人体
有太大影响，那些受到工业污染的整片区域内的
作物，何止成千上万？又送上了多少家庭的餐桌，
进了多少人的嘴巴，这才真正影响了人体健康，损
害了百姓权益。区长更应该做的是勇敢面对污
染事实，对全区民众道歉，承诺马上回去调查清楚
事情真相，让超标排放的污染企业停产整顿，给予
污染企业依法处罚，对相关责任人及相关部门进
行追查问责。电视问政现场截图并没有显示彭
区长对此有何表示，以致不少网友只看到区长淡
定地吃污染橘子的画面，反倒为之愤怒，这种行
为确实让人无法点赞。

这两年一些地区的民众，相继发出请当地
环保局长到污染严重的河流游泳的“悬赏”，这
表现了身受污染之害的民众对官员是否与民众
同振共鸣的担忧。官员是否下河游泳、是否吃
污染橘子，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官员应
该负起自己的一份职责。彭区长应该“吃掉”的
是污染产业链，是制造污染橘子的企业。不实
事求是解决问题，表再好的态，甚至下河游泳，
吃污染水果，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民众也不会
买账。⑧8 （戴先任）

便民设施为何成“僵尸”
近日，记者走访多地发现，公用电话机插卡

不灵；移动卫生间被锁住或被私人占用；饮料瓶
回收机返利不灵敏；999 社区服务站长期闲置；
自助快递柜被杂物遮挡等情况多见。不少便民
设施已渐渐沦为“僵尸”，无法发挥其本应有的
功能。(据 1月 11日《新京报》)

便民公共设施沦为“僵尸”，折射出城市重建
设轻管理的偏差思维。一些设施建设该如何建
设，是不是科学、便不便于管理以及该怎么管理，有
关部门研究得不深，考虑得不细，甚至一些还沦为
形式上的“政绩工程”。公共设施建设也是“政出多
门”，虽然不同的公共设施都集中在社区，却隶属
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既不能承
担及时管理的责任，也不利于降低公共管理运营
成本，反而使得一些设施的管理难以长久。

便民设施不能总是“一建了之”，归根结底
还是需要改变当下城市建设的粗放模式，一方
面应从政绩考评中建立城市功能的科学评价体
系，使得重建轻管的思维得到纠正，避免急功近
利的不合理建设和“一锤子买卖”；另一方面完
善城市管理体系，实行“建管分离”，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管理与维护的效率。⑧8 （房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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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仓遗址和卫河（永济渠）滑

县—浚县段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浚县产业集聚区第三次获得省

“十快”产业集聚区；被省政府确定为全

省 6个高标准粮田建设提升县之一；在

日前鹤壁重点项目观摩活动中，项目建

设实现“六连冠”……浚县，这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正在向“工业更优”、“农业

更强”、“古城更美”目标阔步前行！

集聚区三获省“十快”
项目建设全市“六连冠”

1月 9日，记者在浚县产业集聚区

了解到，捷恩家年产 6万吨烘培食品项

目生产线的主要设备全部从荷兰、德

国、意大利、美国进口，全部采用自动化

操作系统，达产后是亚洲工艺技术最先

进、生产规模最大的夹心牛角面包生产

线；投资 6.8亿元的聆海整体家居工业

园项目一期郑州工厂生产设备已向浚

县产业集聚区整体搬迁，6套实景样板

间已投入使用，木制别墅已经建成，公

司订单源源不断，200多名工人正在加

班加点赶制酒店家具。

这两个龙头项目对浚县食品、家居

产品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具有极大带

动作用，使面制品由多年来的面粉、面

条，迅速提升到烘焙休闲食品，使家居

由多年的门窗、沙发迅速提升到进口实

木定制、装修装饰为一体的生产基地。

目前，浚县产业集聚区已形成了以捷恩

家食品、谷夫食品、汉生食品、百翼蜂业

等企业为龙头的食品产业集群，以聆海

家居、贝迪塑业、万华板业等企业为龙

头的家居制造产业集群。

数量多、进度快、规模大、集聚度

高、主导产业突出的项目优势十分明

显。在近日全市重点项目观摩活动中，

浚县再次位居首位，实现“六连冠”。

2014年4月，浚县产业集聚区第三次被

省政府表彰为年度“十快”产业集聚

区。浚县产业集聚区还被确定为河南

省农业产业化示范集聚区。如今，浚县

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达到 9平方公里，

入驻企业98家，总投资150亿元。

在强力推进项目的同时，2014年，

浚县还紧紧围绕食品和家居用品制造

主导产业，共谋划项目 121个，其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2个，10亿元以上项目34
个。如何将谋划的项目变为现实？浚

县全力以赴抓招商，由县级领导带队组

成四个驻地招商组，分赴京津、长三角、

珠三角和福建地区，围绕食品和家居用

品制造两个主导产业，积极开展“大招

商、招大商”。目前，重点在谈项目 49
个 270亿元，重点签约项目 23个 279亿

元，到位省外资金 44.8 亿元。在建重

点项目101个，总投资384亿元，完成投

资 118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02%。省

重点项目8个，总投资146亿元，完成投

资57.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43%；市重

点项目 51个，总投资 398亿元，完成投

资111.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14%。新

开工项目 66 个 161 亿元，竣工项目 33
个，总投资90亿元。

抓科技 促高产
跻身省高标准粮田县

2014 年，经省农业厅组织小麦专

家实打验收，小河镇 5 万亩小麦高产

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 679.9 公斤，12
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小麦、玉米平均

产量分别为 641 公斤、770 公斤，全县

高产创建示范区小麦、玉米平均单产

分别为 594.1 公斤、733.4 公斤。验收

专家组一致认为：浚县组织实施的整

县建制粮食高产创建，超额完成了预

期创建目标，创建水平不断提升，实

现了持续高产高效，为全省乃至全国

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树立了标

杆，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从 2012 年开始，浚县大力实施高

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截至目

前全县高标准粮田总面积达到 50 万

亩，高标准粮田建设全省领先、全国

知名。省政府确定 6 个高标准粮田

建设提升县，浚县是其中之一。

粮食高产，农业科技是保障。为

更好地推广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群

众，浚县在全县建设 5 个农技服务推

广区域站，积极推广“统一秸秆还田、

统一机械深耕、统一品种布局、统一

测土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

一技术指导”六统一管理模式。目

前，全县优良玉米种植面积达 100%、

小麦达 97%以上，全县科技贡献率达

70%以上。

两项大运河遗址列入
世界遗产

在 2014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

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卫

河（永济渠）滑县—浚县段、浚县黎阳

仓遗址两项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

近年来，浚县先后启动实施了城

区护城河清淤工程、云溪桥维修工

程、城区段卫河码头修复工程等一系

列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以助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

目，并认真做好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

掘与保护管理。

借势大运河申遗成功，浚县古城

保护工程得到了全面加快推进。当

前，浚县正以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区和培育产业为目的，遵循“留

古、用古、承古、扬古”的理念，结合有

关规划，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丰

富内涵和现实价值，助推文化旅游产

业全面升级，促进全县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

2014 年，浚县古城保护项目共有

13 个，其中续建项目 5 个、新建项目 8
个。截至目前，已有城墙本体维修等

5 个项目竣工，东城门复建等 8 个新

建项目开工建设。下一步，在保护古

城格局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还将全面

提升古建遗存修复力度。

坚持民生为根
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大力实施城市建设提升工程，城

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21 平方公里，人

口 16.5万，城镇化率达到 38.5%。

投资 14.8 亿元，开工建设了 4 条

干线公路。目前以国道省道为主，乡

村道路为辅，四通八达、宽阔通畅的

公路网络基本形成。

投资 1.7 亿元，相继建设 11 条城

市道路；黎阳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城区天然气入户工程等基础设施正

在全速推进......
8 个乡镇敬老院全部进行了升级

改造，老人可以更好地享受晚年；卫

溪中学、长丰小学、王庄镇中小学建

成投用。开展“到群众中去”活动，帮

助群众办实事 3200 多件，解决实际困

难 973个……

生活好了，群众自然对社会环

境要求也高了。为让全县群众能舒

心享受生活，浚县全面实行安全生

产网格化管理，杜绝了重大安全责

任 事 故 发 生 ，全 力 化 解 了 矛 盾 纠

纷。同时，深化平安浚县建设，被评

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平安建设

先进县。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

生，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近年

来，浚县始终坚持民生为根、民生优

先，持续办好民生事实，群众幸福指

数持续提升。2014 年前 11 个月，浚

县民生支出达 17.2 亿元，占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的 82.3%。

浚县：工业更优 农业更强 古城更美

六和至真车间一角

聆海家居厂区

浚县古城西城门

浚县 30万亩高产创建示范区

浚县大伾山

本报记者 李定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