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
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2016年将开启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每 5 年为一个周
期。在此大背景下，北京市高校取
消编制管理试点在今年年内启动。

取消编制管理，迈出了高校改
革的关键一步。据了解，中国高校
中出现“编制”一说最早是在上世
纪 50 年代初，当时大量高校被收
归国有，高校教师也就转身成为

“国家干部”。随着时代进步和现
实所需，高校的编制管理越来越暴
露出弊端。取消编制，也就意味着
高校有了“人权”和“财权”，“去行
政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高校取消编制，可激起“活
水”，让高校教育回归培养人才的本
质。由于以往高校编制的存在和公
务员相似，因而在相似性质和管理
方式之下，高校也就出现了和机关
相似的问题。比如编制问题就最容
易导致高校人员流动困难形成壁
垒，有能力的人很可能在编外，而中
庸之辈“浑水摸鱼”，取消编制管理

就可以科学合理地配置高等教育人
力资源，实现“能者上，差者下”，从
而让原本就应远离行政的高校教育
的“人权之花”得到很好“绽放”。

同时，高校取消编制有利于“财
权”放开。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
费支出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递
增。不过，当前高校经费管理的最
大问题还是在于使用效率不高，尚
存在一些腐败现象。科研经费浪
费，令人痛心,也暴露出目前高校财
政管理上的漏洞。如果取消编制，
高校一旦有了“财权”，就可让各种
预算走市场化管理的路，在一定程度
上可改善“浑水摸鱼”的财务管理，如
果用预算管理来代替编制管理，则更
容易形成灵活的高校管理机制。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竞争，高
校则是培养高端人才的基石。取消
高校编制管理，迈出了大学去行政化
而培养人才的关键一步。无论从人
才管理和财政管理上看，高校取消编
制都是一步好棋。当然，高校有了

“财权”亦可更加合理支配财政资金，
从而提高效率降低“磨洋工”的损耗。
只不过，高校实现真正的“财权管理”
非一日之功，尚需时日及缜密的配套
制度跟进。我们拭目以待。⑦10

我国献血法明确规定：无偿
义务献血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
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
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做表
率。各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对
积极参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奖励。可是在驻马店，有的行业
部门不仅没有奖励，反而对获得
的荣誉证书不认可。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全省交
通运输执法体制改革中，驻马店各
市县政府均按照省市文件严格进
行考试考核，近三年获得荣誉属于
加分项目。可是个别县交通运输

局和人社局在考核中，对职工所持
有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会联合颁
发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银、铜
奖证书不认可，理由是和工作无
关。按照有关规定，献血满 4000毫
升获得铜奖，献血 6000 毫升获银
奖，献血 8000 毫升才能颁发金奖。
这是一滴滴热血换来的荣誉，并且
没有任何回报，我认为这个含金量
比任何一个奖项都不逊色！而有些
部门却以“和工作无关”为由拒绝执
行，实在让基层职工寒心。

我们呼吁有关部门能对此类
不良作风给予纠正，给积极参加无
偿义务献血的同志们一个鼓励和
安慰。⑦10

（驻马店一积极义务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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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麦播已经结束，近日笔者
下乡，发现有一部分农民在乡村公
路两旁的护路上刨红薯，公路两旁
的路基石块流进路旁的沟里，只剩
下了主路。而乡间公路路面也坑
洼不平，无法通行。经了解得知，
这些破损的“村村通”公路主要是
人为原因造成的。究其原因，一是
农民惜地如命，在路旁种植庄稼。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些农民
在种植完自己的责任田外，看见

“村村通”公路两旁有土地（护路）、
水沟，他们就争抢着在护路上种植
庄稼，由于护路较窄，不能机耕，他
们采取挖、刨的方式种植，使得护

路的石块流进路旁沟里，护路越来
越窄。二是超载、超重行驶碾压，
造成路面损毁。农闲时节建房，一
些拉石子、拉沙的车辆因超载超重
行驶碾压，造成路面多处毁坏，坑
洼不平，无法通行。三是重建设轻
养护。公路建成后因缺乏养护资
金和管理疏忽而导致路面损坏，使
公路变的坑洼不平。

乡村公路是农民和农村经济赖
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此，
笔者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乡间
公路管理维护，及时对破损路面进
行维修，严格控制超限超载，让农村
的道路平坦畅通。⑦10（王树恒）

乡村公路维护应加强

宁陵县阳驿乡后陈新村一标准化小学，投资 80 多万元，建成至今闲置近三年

新校成空校 何时能启用

□文/图 本报记者 翁 韬

无偿献血奉献奖为何不认可

高校取消编制管理是步好棋
□姜春康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反映，在商丘宁陵
县阳驿乡后陈新村，一所由政府规划、投资
80 多万元的乡村标准化小学，自从建成以后
就几乎未使用过，至今已经闲置了近三年，
眼睁睁地看着漂亮的校舍空着，让人痛心。

校园里长麦苗
11 月 4 日，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

后陈新村小学，只见学校大门紧锁，校门口
并没有悬挂校名。记者隔着栅栏向校园内
望去，只见一栋两层的崭新教学楼矗立着，
校园内学生餐厅、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道路干净整洁，可是整个校园却空无一人。
更令记者奇怪的是，校园中央的大块空地上
已经被人种上了麦子，青青的麦苗已经长出
两三寸高。

记者与学校看门人协商后进入校区，
主教学楼有两层，每层分布有六间标准教
室，每个教室内黑板、电扇等设施齐全，但
是没有课桌椅，教室内空空荡荡，灰尘堆
积了厚厚的一层。学生食堂内杂物堆积，
蜘蛛网遍布。由于长时间无人使用，多个
教室的窗户玻璃已经残破，楼前的荒草已
经疯长到一人多高，好几处墙皮已经开始
脱落。

“这学校国家投资了不少钱，盖得这么
漂亮，天天这么闲着，真可惜！”附近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

新校为何不启用
“后陈新村小学于 2011 年 10 月份开工

建设，2012 年建成，占地 20 多亩，有 12 间教
室。教学楼投资了 60 多万元，加上餐厅和
卫生间等配套设施，总计投资 82 万元。”宁

陵县教体局校安办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据该人士介绍，在后陈新村小学建校

之初，周边就有张白村小学、张瑞寒、徐楼
等 三 四 所 小 学 ，而 且 相 隔 都 不 过 数 百 米
远。2011 年前后，县里筹划在后陈建设新
村，原计划是将三四所学校合并到一起，
也 就 是 现 在 的 后 陈 新 村 小 学 的 校 址 上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并没有成功，新校
就闲置下来了。

“新建好的校舍就闲置，从一个方面说
明，当初的选址规划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
到现实情况，才造成了国家投资的浪费。”一
位村民向记者说。

别让国家的钱打了水漂
硬件设施齐全的学校长期闲置，为何没

有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将现有校舍利用起
来呢？

采访中，据记者了解，在这三年期间，阳
驿乡中心校也曾经跟后陈新村村委协商过，
中途使用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谈到全面
接管学校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我们之前也想将学校改建成公立幼儿园
或者学前班，先利用起来。但是，学校大门的钥
匙在后陈新村村委会手里，他们要求每年向其
支付3万元的占地租金。”阳驿乡中心校校长许

峰向记者坦言，“中心校对此无能为力”。
“学校本身是公益性的单位，根本没有

多余的经费支付占地款，后陈新村提出的要
求，谁来出这个钱呢？”许峰说。

针对这一说法，后陈新村村支部书记于
博自称也是一肚子“苦水”。

“当初后陈小学的占地按规划从农业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在协商补偿的时候，乡里
商定用周边的三四所学校的土地跟这个小
学进行置换。也就是说，将周边几所小学都
合并到后陈小学，节省下来的土地可再采取
租赁等方式，向群众支付土地租金。”于博向
记者介绍，但是这个设想，最后因为并校没
有成行，以土地置换的路子也就没有走通，
因此，群众的补偿问题就搁置了下来。拿不
到补偿，群众意见很大，一些被占地的农民
就在校园里种上了粮食。

“不管谁对谁错，国家投资 80 多万元的
一所小学长期闲置，实在不该。当务之急，
有关主管部门应尽快拿出解决办法，让学校
重新利用起来，别让国家的钱打了水漂儿！”
一位村民向记者说。⑦2

宁陵县后陈新村小学校园里的空地被村民种上了麦子。

长期闲置，学校院内的杂草已经一人多高。

随意停放的车辆入侵人行道、违章建筑横在盲道上……身边的一些违章车辆和建筑正
在成为与人争路、霸占路权的“拦路虎”。本期栏目中，记者和网友用手机拍摄了一组身边的
违章占道行为，借此提醒有关部门能加强城市道路管理，车主朋友多一点利他意识，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出行、生活环境。⑦10

看看这些街头“拦路虎”

日前，在郑州市红专路与经三路交叉口附近的人行道上，突然多出来一座“奇
怪”的建筑，它的一个侧面看是警亭，而另外一侧却打着一家银行的广告。它不仅占
据了一大半的人行道，也占据了盲道，影响行人的正常通行。据了解，在郑州市的其
他路段也有类似的“拦路”警亭现身人行道。⑦10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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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丘 街 头
车辆随意停放占用
非机动车道。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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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昌 路 一 辆 轿
车 占 用 了 人 行
道。⑦10

贾书琛 摄

近年来，平顶山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

管理办公室在管理机制体制创新方面进行了

有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自

2006 年 8 月成立至今，累计征收污水处理费 5
亿元，有力地保障了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平顶山市污管办是住建部树立的全国先进典

型，省住建厅树立的一面旗帜，先后荣获了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河南

省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先进集体”、“省建

设法制工作先进单位”、“省建设劳动奖状”、

“省级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一是健全各项制度，实行绩效考核。首

先，建立了《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财务管理

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办公用品管理办

法》、《卫生检查评比制度》、《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等 22 项制度。其次，实行绩效考核管理

全覆盖，每月从人员工资中拿出 300 元，以分

值形式用于绩效考核，全办中层以上干部全

部按征收率发放工资，实现收费与工资挂钩。

二是制定收费流程、实现征收程序化。

根据收费环节的实际情况，为了科学规范征

管，减少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执法随意性，加

强对收费环节的监督，制定了《收费流程》，

规定每月 25 日-30 日为水量信息采集期，1
日-10 日为催缴期，10 日-20 日为征收期，20
日-25 日为强制征收期。强制征收主要采取

媒体曝光、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停

水等措施，收费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环环相扣

的工作链条，实现每个收费环节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

三是强化考核导向、实现管理科学化。

通过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结果运用，

实现与科室评先、个人评优、干部使用相关

联，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和激励约束

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

平顶山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公室

创 新 制 度 强 化 管 理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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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8日，河南省郑州市一位彩
民朋友中得双色球第 2015105 期一等奖一
注，单注奖金 606万元。据河南省福彩中心
检索出的中奖数据显示：该注一等奖是由位
于文化路与文劳路向北 500 米广院门口的
福彩第 41011240 号投注站售出，中奖彩票
投注形式为 10 元单式五注投注票，该中奖
彩票购买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7 日 9 时 32
分。一等奖中出后，河南省福彩中心按照惯
例等待这位双色球大奖得主前来领奖。但
截至 2015年 11月 10日零时，这位大奖得主
仍然没有到省福彩中心兑付奖金。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章
第四十三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
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兑奖。经省福彩中

心数据中心确认，该注彩票的兑奖有效期
截至 11 月 10 日零时。由于开奖之后大奖
得主始终没有到福彩中心兑付该注大奖，
因此，该注大奖也成为弃领大奖。

根据 2012 年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彩
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五十九条
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
金，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上缴省级
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使用。”之规定，该弃奖
奖金将纳入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此，河南省
福彩中心再次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请务必
在购买彩票后保管好彩票，并及时、认真核
对手中彩票，以避免出现大奖弃奖的遗憾。

（曹亮）

11 月 8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5131期开
奖。当期开出的红球为 10 、12 、
13 、19 、22 、26，蓝球为 03。

2015年双色球 6亿元大派奖
第 二 周 第 三 期 ，即 双 色 球 第
2015131期开出头奖 7注，单注奖
金为 1257 万多元（含加奖 500 万
元）；二等奖开出100注，单注金额
22万多元。计奖后，奖池金额达
9.71亿元，本期派奖奖金派出3500
万元，第二周1亿元派奖金额还剩
3000万元，将继续滚入下期派奖。

双色球第2015131期红球号码
大小比为3∶3，三区比为1∶4∶1，奇
偶比为2∶4。当期红球开出一枚斜
连号13，一组同尾号12、22，一组连
号12、13，一枚重号22。蓝球则开出
03，当期末等奖开出1072万多注。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7 注，
单注奖金为 1257万多元（含加奖
500万元），花落 3地。其中，浙江

5注、重庆1注、湖南1注。
当期二等奖开出100注，单注

奖金为 22万多元。其中，广东彩
民揽 19注，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
注数最多的地区；广西彩民揽 11
注，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注数排
名第二的地区；浙江彩民揽10注，
排名第三；此外，其他中出二等奖
的地区中奖注数均在10注以下。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9.71 亿多元。下期双色球游戏
将根据“55%∶20%∶25%”的比例
进行派奖。

此外，双色球 6 亿元大派奖
火热进行，本周 1 亿元派奖奖金
派出 7000 万元，剩余 3000 万元，
按照本次派奖规则，剩余派奖奖
金自动滚入至第 2015132期一等
奖派奖，由当期所有一等奖按中
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
限额 500 万元，彩民朋友将有机
会 2元中得 1500万元。

河南双色球606万大奖逾期未兑成为弃奖

双色球第2015131期
头奖7注1257万 下期派奖1.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