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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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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民情速递
为您解忧

自从 4月 9日，郑州市管城区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公室在东大街南面几处新建楼院分别
贴出一则关于棚户区改造的通告后，尤其是
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到此入户调查
登记后，“拆迁”二字，近来成为此处许多居民
每天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通告一贴，几家欢喜几家愁
通告称：“因商都博物院棚户区（旧城）改

造项目建设需要，紫荆山路以东，东大街以
南，商代城墙遗址合围区域的房屋已列入房
屋征收调查登记范围，调查登记时间为：2015
年 4月 10日——2015年 4月 22日。”

据了解，这则通告一出，居住在该区域棚
户区内的很多居民都乐了，因为他们的居住
条件可以改善了。然而，居住在该区域建好
才 10多年的新建楼院内的居民却愁了，因为
把新建楼房硬要当成“棚户区”拆掉，实在太
浪费、太可惜了。

居住在紧邻东大街景翠苑——东大街
230号院的几位居民对记者说，该楼院的楼房
是 2002年底 2003年初建起的，完全符合城建
规划。“这些楼房建好才 12年多，设计新颖，居
住舒适。我们买的这些房子，都是新建合法
商品楼，岂能说扒就扒，是不是太任性了！”

在东大街景翠苑——东大街 230号院紧
邻东大街的楼下，记者看到一楼门面房墙体
上面，已经打上了一些醒目的“大清仓”、“品
牌男装大处理”、“拆迁倒计时”等的字幅。

建好才十多年，咋就成了“棚户区”
因为通告说要进行棚户区改造，居住在

与郑州市邮政大厦东面紧邻、东大街南面向
阳街 7号院的几位居民专门上网查询了“棚户
区”的定义。棚户区是指“城市建成区范围
内，平房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人
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
便利、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
的区域”。“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向阳街 7号院

楼房建好才 15 年，显然
不属于棚户区。咋能说
拆就拆呢！”

位于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对面、东大街南的东
大街 220号院的几位居民
说 ，他 们 220 号 院 也 是
2002 年至 2003 年间建起
的，楼房建好也是 12 年
多。“这些天，很多人都在查
询法律政策、文件规定，才
知道即使是实施棚户区改
造，目的也是改善群众的
居住条件，让群众居住水
平明显提高。棚户区改造
建设和安置住房分配过程
也必须公开透明，维护棚
户区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确保分配结果群众满
意。可是工作人员入户调
查登记时，并未讲明这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
改造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棚户区改造安置
住房实行原地和异地建设相结合，以原地安置
为主，优先考虑就近安置；异地安置的，要充分
考虑居民就业、就医、就学、出行等需要，在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
用地范围内，安排在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地段。’而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登记时不说明原
因，却说我们不能原地安置。要把我们搬到航
海路以南较远的地方。况且我们还不属于棚
户区！”一位居民神情激动地对记者说。

记者在路边采访时，一位居民接过话茬
说：“即使旧城改造，也应该就地就近安置。因
为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规定，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
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
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
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如此拆建，是规划短视还是急功近利
“近来，媒体接连曝光了一批城市短命建

筑。拆建如此频繁，到底是有关部门规划短
视，还是有关部门急功近利呢？”东大街景翠苑
小区一位居民气愤地说。

记者从住建部网站发布的新闻中了解
到，我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 30年！而与我国
建筑“短命”相对比，欧美国家建筑非常长
寿。如英国建筑平均寿命达 132年，百年老屋
随处可见，不仅建筑质量受到高度重视，规
划、设计也经详细论证。同时他们还注意对
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理，以延长建筑
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欧洲其他国
家住宅平均寿命普遍在 80年以上，美国的建
筑寿命也达 74年。那么，建好才十多年的楼
房，只能算是建筑中的孩子，正是发挥作用的
最佳年龄，岂能随意拆除呢。

媒体报道说，一季度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
前 10位城市，郑州排名第 4。其中，建筑扬尘、
拆迁扬尘产生的 PM10，是这个城市空气污染
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此居住的一位市民用手
拉着记者说：“希望媒体对我们这儿的棚户区

（旧城）改造进行监督，监督其依法依规进行。
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据统计，我国每年都在消耗大量钢铁和
水泥用于建筑业，每年都在产生大量建筑废
物，浪费惊人，数字惊人。为此，早在 2010年
住建部就明确地提出：要不断提高建筑质量，
将目前建筑只有平均 30年的寿命延长到 100
年。但愿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⑦2

相关链接：住建部网站刊文分析，我国
建筑短命四大原因：一是质量原因一是质量原因。。不断出
现的建筑质量问题表明，有关部门对建筑质
量的监控和责任追究有待加强，管理者和工
人的专业资质和素养依然需要提高。二是规二是规
划原因划原因。。在一些城市的发展规划中，确实存
在规划短视现象。建了拆，拆了建，来回折
腾，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缺乏长远科学决策。
三是政绩原因三是政绩原因。。一些地方领导片面追求政
绩，把许多寿命不长的建筑推倒重建，建得

快、拆得快，推倒一座，再建一座，甚至不惜违
法拆迁、暴力拆迁。看似创造了“双倍 GDP”，
实际上造成了巨大浪费，让不断积累的社会
财富大大缩水。同时，建筑扬尘、拆迁扬尘产
生大量的PM10，造成城市空气污染。四是腐四是腐
败原因败原因。。一些领导干部胆大妄为，肆意插手
建筑工程项目。近年来，各级纪委公布的因
插手建筑工程项目而东窗事发、锒铛入狱的
领导干部，接二连三、屡见不鲜。⑦2

4月 27日上午，记者在驻马店市一些主干
道上，发现了一个很“另类”的现象：道路交叉
口附近设立的“公民道德教育”宣传栏上，“插
播”商业广告。

在开源大道与前进大道交叉口，设有三块
“公民道德教育”宣传栏。宣传栏的规格基本
一致，宽和高均约 3.8米。从宣传栏“立柱”上
标明日期来看，设立时间均为 2014年 7月。西
南角的宣传栏编号为 94，显示屏上滚动播放两
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种是驻马店身边好
人事迹巡展，另一种是商业广告，每一种内容
显示停留时间约为 50秒。西北角的一块宣传

栏编号为 93，显示屏上的内容一直为商业广
告，处于停留不变状态。

记者在开源大道与富强北路交叉口、乐山大
道与纬一路交叉口等处，都发现了类似情况。值
得一提的是，这些宣传栏占据的基本上都是市区
最好的地段位置。很多宣传栏上，商业广告停留
展示的时间很长，基本看不到翻转的公益广告画
面，有的干脆停留在商业广告画面上长期固定不
变。所谓的公益宣传栏已悄然变味。

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用了多天的时
间，逐条道路统计上述的“公民道德宣传栏”，
发现市区共有 200多个。并且原来展示道德

模范人物的位置，加上了汽车、家具广告。中
间的滚动字幕公益广告词中，加进了一家广告
公司的业务电话，以便广告投放商联系在宣传
栏上做广告。

一位刘姓市民说，建设“公民道德教育”宣传
栏是好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也是城市
文化的一道风景，可是现有的宣传栏有“挂羊头
卖狗肉”的嫌疑，掺进商业广告是对公益文化的亵
渎，公益广告变身商业广告显得不伦不类。

一位市民呼吁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调查，就
宣传栏的运营管理情况，公开透明地给大家一
个交代。⑦10

一段时间以来，“脱衣舞”
等丑陋演出在农村地区时有发
生，这类行为扰乱了农村文化
市场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管，文
化部 4月 23日通报了两起查办
的“脱衣舞”案件。文化部文化
市场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文化部将以营业性演出市
场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农村文
化市场监管执法，联合有关部
门严厉打击“脱衣舞”等演出市
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文
化建设。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
平的日益提高，农民朋友的腰
包越来越鼓，开始追求丰富的
精神“食粮”，一些农村尤其是
偏远地区，低俗、媚俗文化趁机
大行其道，影响十分恶劣。优
秀的文化鼓舞人、教育人；低俗
的文化腐蚀人、祸害人，尤其是
对青少年的危害更是触目惊
心。窃以为，农村低俗文化的
存在，与我们倡导的美丽乡村
格格不入，是建设美丽乡村的

“精神雾霾”，治理打击杜绝低
俗文化刻不容缓。

分析低俗文化在农村地区
蔓延入侵的原因，一是随着农
村逐渐富裕，物质条件大大提
高，相应的健康文明、积极向上
的文化娱乐活动没有跟上。并
且部分农民审美意识模糊，不
能自觉抵制低俗文化。二是长
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

建设轻文化发展，一些县乡领
导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跑项
目、跑资金上，农村文化建设列
不上地方的重要发展规划，挤
不上财政支出项目，导致公益
文化资产流失，阵地萎缩，队伍
不稳，有的地方陷于瘫痪。健
康的文化活动不开展，低俗的
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三是政府
监管打击力度不够，责任不明，
管理部门甚至不作为。有的即
使群众打了报警电话，不是部
门间互相推诿，就是迟迟不见
查处。时间一长，这些地方就
成了文化部门监管的盲区。

驱散美丽乡村的“精神雾
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各级组织要
用时代美德净化乡村精神风
气，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各级党委、政府应
把农村文化建设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各
级财政应当设立专项资金，对
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实体
和 文 化 活 动 予 以 大 力 扶 持 。
让健康文明的农村文化红火
起来，把当代社会的精神价值
传播到乡村的各个角落。相
关监督管理部门应未雨绸缪
早 做 预 防 ，通 过 制 定 长 效 机
制，加大监管力度，加大执法
力度，促进农村文化健康、有
序、稳定发展，还农村一片清
澈的文化“蓝天”。⑦5

挪用公款 1010 万元购买
理财产品，从中获利 10919.05
元。近日博爱县检察院以涉嫌
挪用公款罪将身为财政所副所
长的张某提起公诉。

1992 年 8 月，张某毕业分
配到该县寨豁乡财政所。2007
年 9月，被提拔为副所长。2011
年 3月，调任柏山镇财政所副所
长，同时兼任镇机关会计。2006
年，博爱县开始筹建产业集聚
区，柏山镇大量土地都在规划区
域。按照赔偿标准，县里将征用
土地的补偿款转入到该镇账户，
由镇里负责向农户发放。作为
副所长的张某，现金的储存和支
取均由他一手操办。

随着征地量的增加，账上
资金越来越多，张某便想到利
用公款中饱私囊。2012年 4月
7日，张某将 130万元公款转入

个人银行活期账户。当年 4月
8 日至 5 月 16 日，张某分三次
将 130 万元在农行购买“金钥
匙—安心得利”理财产品，从中
获利 6548.52 元。当年 5 月 25
日，张某将 130万元公款又转回
单位账户上。

尝到甜头的张某，自以为
找到了挣钱门道。2012年 6月
至 2013 年 1 月半年多的时间
里，张某又分四次将单位账户
的 880万元转到自己银行卡上，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从中获利
4370.53元。

2015 年 1 月 12 日，博爱县
检察院在查处其他案件时，发
现张某挪用公款的犯罪嫌疑，
依法对张某立案侦查，张某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退出全
部违法所得。⑦5

(孙建设 郭凯世)

副所长涉嫌挪用公款被起诉

并非并非““棚户区棚户区”” 将成将成““短命楼短命楼””

公益宣传栏 为何变了“味”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郑州市东大街景翠苑——东大街 230号院的房子建好才 12年，外观漂亮。

郑州市管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贴
出的通告。

郑州市东大街 220号院的房子建成 12年，也在计划拆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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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漯河市群众最满意民生实事评选揭晓
“福彩公益自行车项目”荣获三等奖

日前，在漯河市委、市政府举办的漯
河市群众最满意民生实事评选颁奖典礼
上，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投资建
设的“漯河市福彩公益自行车项目”荣获
三等奖。

漯河福彩公益自行车项目是漯河市
委、市政府承诺办好的 2014年十大民生
实事之一，该项目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投资，由漯河市民政局、漯河市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承办，该项目的建成，可
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缓解交通压力、改
善市民绿色出行，是群众热切期盼的实
事、好事。

细化责任，把好事办好。年年办理民
生实事易，年年办好民生实事难，年年把
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更难。对此，漯
河市民政局、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自觉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惠民为导向，精
心谋划项目方案，认真梳理工作任务，列
出工作台账，细化工作责任，强化督导检
查，有效推进工作落实，圆满完成了一期
项目建设任务。漯河市民可享受免费租
车、便捷用车、异地还车等贴心服务。

科学决策，扎实推进。经过反复研
究和科学论证，深入学习借鉴太原、洛
阳、武汉等地的经验和教训，对项目建

设、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进行了考察，
设计了漯河市福彩公益自行车项目建
设方案，总体规划了 108 个自行车服务
网点，并制定了自行车管理系统的借还
流程、布点思路、服务网点的建设标准
以及运营管理等，扎实推进系统建设，
着力解决广大市民“最后一公里”的交
通问题。

加大投入，把项目做好。福彩公益
自行车的管理采用高度集成的数字化智
能管理系统，通过一张借车卡即可实现
自助借车、异地还车。在车辆选用上，选
用全国目前最好的轴传动式自行车，美
观大方、结实耐用。一期工程共设立了
30个服务网点、投入 1000辆自行车。同
时，在部分网点设立了服务亭，一是方便
广大群众办理借车卡，二是对自行车进
行调度管理、清洁维护，三是方便彩民购
买福利彩票，销售福利彩票的盈利资金
作为自行车的运营管理费。

漯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李昭
雪表示：“福彩公益自行车项目的最初定
位就是公益性的、免费性的，在体现福利
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同时，为市民
绿色、环保、健康出行提供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