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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亮

“冬霾夏海”警示治理惰性

“双 11”这个概念是从 2009年开始炒起来
的，销售额连年刷新，伴随着中国电商的“野蛮
生长”，一年一次的购物狂欢大有愈演愈烈之
势。其实评论君从前对“双11”是很不屑的，有
道是“平时不努力，苦等双 11”，你要是平时多
努力赚钱，想买的时候随时买，何必逼迫自己非
得到这个时候放弃修炼已久的优雅和矜持变身
购物狂呢？

可渐渐地，评论君一向秉持的“逼格”在
现实中碎了一地。去年“双 11”前夕，评论君
在某品牌实体店闲逛时相中了一幅壁挂，当
时那个心花怒放啊，深感这就是我命中注定
的那幅壁挂，在茫茫商海中我们终于相遇了：
哼，等什么“双 11”，现在就要把你搬回家！
结果“双 11”如约而至了，就算没猜到开头你
也一定猜中了结局：没错，评论君的脸被打得
啪啪响，这幅什么鬼壁挂在所属的天猫旗舰

店已跌至五折。
没办法，别说商道了，连世道都在往电商

转，这年头谁要是还没开通支付宝那简直就是
“来自星星的你”。钟爱的品牌纷纷开网店了，
喜欢的东西全部加入降价狂欢了，总不能任性
到“双11”期间你想买的东西恰好打三折，你还
赌气说：俺偏要等它恢复了正价再买——此等
土豪，人傻钱多，在下佩服，这篇指南您大可以
忽略。

既然是不可抵挡的潮流，那就拥抱它。对
于消费者而言，能花小钱、买大称心实为一件美
事，如果说要有什么贴心提示，无非是理性理性
再理性些，不做悔不当初的“剁手党”，这就包括
了勿贪红包、警惕低价、安全支付、合理维权等
一系列战略战术。比如消费者在“双 11”前就
可以做好购物规划，将心仪已久并且确实需要
的物品提早放入购物车，而对于一些打着“九块
九包邮全网最低价”“已有亿人订购千万别错
过”等不靠谱广告的商品，就大可不必劳您动心

了，因为极有可能将面对一连串闹心。总之剁
还是不剁手，大促销就在这里，不偏不倚。前路
漫漫，还请众亲们择时而剁、剁有所得、得尺得
寸，且行且珍惜！

作为“双 11”的发起方、主办方，各大电商
想要顺利度过“双 11”也着实不容易。前不久
的“猫狗大战”让围观群众过够了戏瘾，评论君
至今仍在琢磨那句“鸡实名举报了鸭，说鸭垄
断了湖面”其中深意，更搞不懂电商大佬们为
什么总爱拿小动物说事儿。但毕竟市场需要
娱乐精神但不能娱乐至死，市场难免有炒作但
不能靠炒作混饭吃，目前网站销售商品价格战

“无底线”情况非常普遍，导致有些“法不责众”
的情形出现，甚至威胁到了消费者的切身利
益，评论君在此不得不给各大电商提个醒：电
商界应该是多元的，更应该是合法的，切不能
奉行丛林规则，否则只能是自毁前程、共赴黄
泉！

实体店向来被视为是“双11”的受害者，今

年也有了新气象。走在大街小巷就会发现，为了
应对电商的冲击，实体店已经提前开启了促销大
战，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有的品牌商也适时
做出了调整，提供线上、线下不同款式的商品，避
免比价。最好的防守是进攻，评论君认为，实体
店能够化压力为动力抱团反击电商，利用渠道优
势添加点互联网思维，使渠道与顾客发生互动、
使渠道变得生动有趣，值得点赞。毕竟实体卖场
体验性更好，如果价格与网上大差不差，就不仅
是吸引眼球这么简单，还在于重塑人们到实体店
消费的习惯，这会是一种实体店价值的回归，也
是一次绝地反击的良机。

评论君在此奉上不完全指南，希望人人都
能安度这个“双 11”。您问为什么是“不完
全”？别忘了，过了“双11”，作为拷贝弱化版的

“双 12”也就不远了，消费者的购物欲且得悠着
点爆发，商家们的市场行为更加规范，各项监管
措施更加给力，评论君的指南到时候或许能更
完全。⑧6

□刘 婵

zysp116@163.com

安度“双 11”不完全指南
关键词：短命天桥

据11月9日《大河报》为配合地铁 5 号线施工，耗
资 854 万元、“服役”仅 5 年多的郑州市黄河路文化路天
桥，将彻底与市民说再见。市政部门称桥体材料将回
收利用。

禄永峰：一项项民生工程成了“拆了重来”工程，这
是当初规划设计不科学，还是工程建设质量不过关？
暂且不论原因，可事实是：钱花了，事却没有办好；事没
有办好，争取资金再办。市民就纳闷了：难道钱是大风
刮来的？杜绝城市建设中的恶性循环，责任倒查该发
力了。⑧6

关键词：滴滴医生

据11月10日《人民日报》在“互联网+”之风劲吹
的今天，医生上门服务日渐火爆。日前，阿里健康联合
滴滴出行、名医主刀（手术预约 O2O 平台）合作推出

“滴滴医生”免费送医上门活动。看病难问题被老百姓
吐槽多年，如果将来在家就能舒服看病，真不失为一桩
美事。

苑广阔：“滴滴医生”主要起到的，还是在医生、医
院和患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医生上门服
务，通过对患者病情初步的问询、检查和判断，可以引
导患者到了医院以后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地寻找相
关的科室和医生进行确诊、治疗。随着法律法规的完
善、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改革的深入，这种医疗模式
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势必越来越大。⑧6

关键词：红白喜事限额制

据11月 10日《陕西日报》 日前，媒体曝出大荔
县许庄镇执行“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称谁家有红白
喜事，都会有村干部将“制度牌”挂在事主家门外，告知
亲戚朋友并非事主小气，而是村里有规定，每桌酒席费
用不得超过 300 元。

叶金福：这个规定传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的传统美德，也为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带了个好头。
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说，可以体面地办事，
也可以节省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衷心希望更多的人学学这种做法。⑧6

关键词：最具幸福感职业

据11月9日《扬子晚报》 在由《小康》杂志社组织
的“2015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可观的收入和
一定的闲暇时间，都是获得较高的职业幸福感的保证。
让钱和时间都“两全其美”的自由职业者，第一次排在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榜首位。
张枫逸：职业幸福感调查只是从调查角度切入“窥

探”某个行业的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对求职的年轻人来
说，且不可拿着每年的排行榜按图索骥，“追着幸福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没有最幸福的，只有最适合的。只
要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让工作成为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
事情，这就是属于你的“最具幸福感的职业”。⑧6

“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经琼瑶
阿姨在暑期荧幕四大名片之一《还珠格格》里
的深度普及，剧中痴男怨女赌咒发誓的名牌金
句，滥大街程度已直追招牌菜“大明湖畔夏雨
荷”了。

此语化用汉乐府“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
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换成双重
否定的肯定句式就是“海不枯石不烂，冬不打
雷夏不飞雪，俺就永远跟你黏一起不分离”。

概率绝小，方能入赌。当然“冬雷震震夏
雨雪”，时至今日，仍是未被攻克。但无意附带
实现了另一举世瞩目节令性“气象成果”：入冬
起霾，入夏看海。

说起这个，是因今年刚立冬，重霾就如约袭
来。这次重灾区也是降温先锋的东北供暖区：

《沈阳遭遇六级重度雾霾 环保局官网瘫痪近 2
小时》。（据11月8日新华社、9日《新文化报》）

空气污染爆表已经不稀奇，毕竟四五百的
指数就算爆了，这次东北的霾到底严重到何种
程度？数据显示，立冬当天，沈阳最严重局地
雾霾指数一度突破 1400。就按四五百爆表值
换算，也是极限的两三倍。脑补一下，几乎黑
烟滚滚，妖风阵阵的恐怖氛围。

当日微博流传最热的那张配图：只有“天
空飘来五个字”配文，却转发好几万。图片就
是昏暗背景中，“东北饺子王”几个字的店招在
空中孤零闪亮。过了一天，我才反应过来，原
来这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超高雾霾中，“万物
皆隐，唯余彩灯店招”的颇具黑色幽默的现实
荒诞一幕。

回过味后，我甚至为自己后知后觉、没能
第一时间感到切肤之痛而羞惭。这堪称毒霾
的爆表污染，可谓席卷全国，只有轻重之别，而

无有无之分。也不能只当段子手的恶搞热图，
纯超然围观，置身事外地一笑了之。而应化为
公共监督，围观转发之余，倒逼有力的公共应
对。

可惜，现实却是，哪怕当地似乎启动应急
预案，却仍一团混乱。置身其中的市民，也对
这种有毒害级别的污染，茫然无措。一级响应
后，一些工地仍在继续作业。

作为供暖地区，更应未雨绸缪。如何与霾
“斗”？专家表示，还是宅在家里更好些。如何
除霾？长春气象显示，降雪将至，或有缓解……
这样的靠天吃饭，显然不能让人安心。因为降
温要供暖，所以必须忍霾。这和夏天城市屡屡
被淹看海，何其相似。年年霾年年淹，应对不能

停留在“忍忍就过去了”的层面。虽然现代城市
面临诸如此类的困境，但并非全无着力处。环
保减排、提高供暖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燃煤浪费
和污染，综合规划供暖期的城市环保配套方
案。在既定的燃煤污染增量下，控制其余的无
序排放，并非不可能。

而从这次的应对看，完全是各自为政，出了
问题甚至仍是一脸无辜，并未有紧迫感和行动
力。似乎不管是冬季污染，还是夏季内涝，生活
总会有麻烦，习惯就好了。如果都是这样的一
拖二惰三懒的做派，又无公权责任倒追问责，可
以想见，除了更快进化、自求多福，“冬备口罩夏
备船，忍过一年是一年”外，似乎也指望不上什
么了。⑧6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水务局在接待上级
调研检查工作过程中，先后 4 次在餐厅为客人
提供香辣海螺、龙虾两吃、刺身响螺、红烧鱼翅
等高档菜肴，每次餐费均在 2000 元以上。为
此，局长洪毅被责令在电视台做公开道歉检
讨，具体负责接待的副局长被免职。

对这次超标接待事件，虽然严肃处理了接
待一方的相关责任人，但却没有触及被接待的

“领导”，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虽然超标接待是由接待一方主动安排，但

作为被接待的上级领导，完全拥有否决权。正
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被接待的领导行使这种
否决权，甚至出现了“因为接待单位没有安排五
星级酒店，就拒绝参加会议”这样讲排场的现
象。长此以往，使一些基层单位产生了“接待也
是生产力”的“理论”，在公务接待中竭力讨好领
导，把公务接待推向了高档化、豪华化。

要真正改变公务接待中的陋习，使反“四
风”的规定真正落实到每一次的公务接待中，除
了要追究超标接待者的责任，同时也要追究欣
然接受超标接待者（特别是领导）的责任。譬如
像这次接受接待的上级领导，明知中央已经明
确规定：公务接待不得上高档菜肴，不得上海鲜
山珍。然而他们面对满桌的香辣海螺、刺身响
螺、红烧鱼翅，却仍能大快朵颐，难道这样的上
级领导，不该为超标接待承担一定责任？

俗话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会叮当。
超标接待只罚下级接待者而放过了上级领导
的被接待者，超标接待之风，恐怕也只能是树
虽倒而根尚在。只有“双罚”，才能既砍掉超标
接待之树，也挖掉超标接待之根。⑧3

（金海燕）

锐锐 评评

“双 11”来临之际，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店明里暗
里推出“好评返现”——只要顾客按要求完成好评，即可
拿到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现金奖励。为了获得更多的
好评，不少网店千方百计，甚至形成了一条刷好评产业
链。⑧6 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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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
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充分认识
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重大意
义，坚定政治方向，找准定位，坚持以
人为本，执法为民，不断强化大局意
识、服务意识和民生意识，进一步提
升法律监督能力，更加注重紧密联系
群众，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努力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

坚持解放思想，改变执法作风，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坚持
人民检察为人民，切实解决好思想认
识问题，用群众工作统领各项检察工
作开展，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一是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思
想。结合开展群众观念再教育活动，
教育和引导检察干警充分认识群众
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检察干警的教
育，不断强化服务群众、保障民生、关
心民生、重视民意的意识。二是切实

改进执法作风。认真落实浚县检察
院《关于改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服务发展大局二十条意见》，进一
步强化心系群众、执法为民的作风，
深入查找和剖析群众观念淡薄的各
种表现，始终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检察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在工作中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构建和谐检群
关系。三是增强为民服务的能力。
要学会不断思考、善于创新、及时总
结，同时加强学习交流，通过打牢专
业基础、拓宽知识面、学习借鉴先进
经验、做法，掌握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团结群众的本领，学会与群众交流感
情，在不断的总结、学习、借鉴过程中
掌握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
的本领和方法。

坚持开拓创新，建立长效工作机
制，积极探索做好群众工作的新途
径。提高检察机关做好群众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有很多新课题、新理念需要
在实践中去认识、去探索，在创新中突
破。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用改革创
新的精神，积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
率、更加科学、有利发展的群众工作机
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民生问题
的改善和解决。一是创新服务群众工
作方法。加强“文明接待室”窗口建
设，积极推行“三声”、“四心”的优质服
务工作方法，促进检察机关与群众的
交流与沟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对信访举报案件，坚持署名必
查，跟踪督办，限时办结，及时反馈。
二是健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依托控
申便民服务中心，成立联合接待办公
室，为上访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保
证在第一时间做到有专人接待，专人
负责，专人办理；积极推行检察长接
待、首办责任、双向承诺、视频接访、预
约接待等工作机制，认真组织开展“保
障民生进农村”、“服务企业促发展”大

走访活动，积极为群众办真事、做好
事、干实事，进一步密切检群关系，充
分展示检察机关亲民爱民的良好形
象。三是加强乡镇检察室工作。坚持
检力下沉，延伸监督触角，进一步巩
固、总结、扩大乡镇检察室的成果，畅
通诉求渠道，积极服务“三农”、保障民
生，努力把乡镇检察室打造成为民服
务的“前沿阵地”。

坚持立足职能，找准结合点，增强
做好群众工作的实效。检察机关要立
足检察职能，准确定位，找准法律监督
和服务的最佳结合点，积极参与社会
管理创新，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促进社会
和谐，在服务大局中实现检察机关的
自身发展。一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
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围绕检察工
作主题，以打击犯罪、保障民生、维护
稳定、促进和谐为目的，加大工作力
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继续

推行刑事轻微案件和解、非羁押诉讼、
检调对接等制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二是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化解民生矛盾纠纷。建立公开听
证机制。对重复访、非正常访等案件，
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等人员旁听，
现场公开答复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最
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
不和谐因素；建立责任人倒查机制。
对因受利益驱动办案、泄露案情、超期
限办案、适用法律条款不当等情形，造
成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实行责任倒
查。三是坚持打击和服务并重，把服
务重点准确定位在为经济发展服务
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归根到底在于发
展经济。因此，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
打击和服务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立
足职能搞服务，履行职责促发展，为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天平）

立足检察职能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受委托，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
司（下称“天瑞新登”）增资扩股通过河南
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挂牌，公开征集
意向投资方。天瑞新登拟增资 8344 万
元，拟增资比例 6%。

一、企业基本情况及股权构成
天瑞新登成立于 2008 年 3 月，注册

资金 2.6 亿元，注册地址登封市宣化镇青
石沟村。经营范围：水泥孰料及水泥成
品、水泥用石灰岩的生产和销售；利用余
热发电。现有职工 316 人。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
瑞新登 51%国有股权；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瑞新
登 49%国有股权。

二、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增资扩股行为已经天瑞新登股东

会决议通过，并经登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登国资[2015]44号）。

三、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
标数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河南力德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天瑞新登
资 产 总 额 516522145.25 元 ，负 债 总 额
137070484.19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379541661.06 元。

四、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
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经河南中信

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天瑞新
登 资 产 总 额 75586.55 万 元 ，负 债 总 额
13521.88 万 元 ，净 资 产 62064.67 万 元 。
该评估报告已经登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核准。

五、意向投资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意向投资方须为企业法人，不接受

自然人报名，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注册
资本不低于 1.5 亿元人民币；

2.意向投资方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用和财务状况；

3.本次增资扩股不接受联合增资；
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意向投资方须在被确定为投资方之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与融资方签订《增资扩

股协议》，并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交易价款支付至产
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

止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若征集到两
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将采
取拍卖方式确定投资方。

有意投资者请于公告期内持相关证明
文件（材料）原件到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办理投资申请手续并缴纳交易保证金
人民币 1000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准）。
逾期未提出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缴
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投资。若增资
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
卖佣金；若增资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1日

增资扩股挂牌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5)22号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今年以来，卫辉市检察院法警大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扎实开展法警大队的各项工作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一是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法警大队的政治与业
务素质。该院认真组织全队干警深入学习各项法警专业技
能以及法律业务知识，搞好法警大队的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并落实了全队干警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经常性教育，保证干警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
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抓好司法警察专业业
务培训，忠实履行职责，为办案服务。针对法警大队工作，
业务理论专业性强，内容新的特点，该队制定了具体的业务
培训计划，统一组织司法警察系统学习了各项专项业务理
论，通过系统深入学习，不断提高全队人员的业务素质。三
是组织培训学习参与案件、保障办案安全。该队除了院党
组安排的负责日常工作以及司法警察本职工作以外，还自
发地积极组织全队干警对法警业务知识以及法警专业技能
进行讨论练习。另外时刻准备着配合该院用警科室的用警
活动，积极配合用警科室顺利安全的完成任务，并且还要根
据用警情况制定用警安全预案，确保办案安全。严格遵守
院里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树立司法警察的良好形象。

（董水华 周红伟）

11 月 9 日，濮阳县供电公司监察审计人员王国涛，通过
剖析供电系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特点、危害等，给 60 名农电
工上廉政警示课，并就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等提出
对策和建议,使大家从思想上牢牢绷紧“预防职务犯罪”这根
弦。该公司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下手，法治与企业和职工常
伴。一手严格制度管理，加强各项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核，为
生产经营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手紧抓教育不放松，组织党员
干部观看法制教育片，营造依法治企浓厚氛围。

（张艳霞）

今年以来，驻马店平舆县国税局高度重视税收分析工
作，通过加强数据监控，建立完善资源共享平台；认真分析地
方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要求对税源产
生的影响，科学判断税收变化趋势；加强与地税局、统计局等
相关部门的交流沟通，结合该县经济发展指标计划、招商引
资计划，及时做好税收分析预测等措施，为平舆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 8 个，完成引进外省资金 16.4 亿元人民币，为成功创
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发挥重大积极作用。

（李欣）

卫辉检察院多措并举扎实做好法警工作

濮阳县供电“软硬兼施”筑“法网”

平舆县国税局税收小分析 发展大助力

受有关单位委托，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
20.85％股权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牌转
让，挂牌价为人民币 1600.68 万元。

一、该公司位于河南汝州，注册资本 7194 万元，主要经营：饼干、
糕点的制造销售，粮食收购等。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河南省
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批准。

三、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该公司总资产为 47561.97 万
元，总负债为 39884.87 万元，净资产为 7677.10 万元。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支付能力，并在报名时提供不低于挂牌价的资金支付能力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3）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详见中心网站。
六、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 17：3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优先购买权人）请在公告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申
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中心缴纳保证金100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准），逾
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
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
功，则全额无息退还。其他详情见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

联 系 人：任女士 支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11月11日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20.85％股权转让公告
豫产交公[2015]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