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
背景

本期焦点

专家观点

2015年 11月 12日 星期四 策划 高 亢 责任编辑 孙华峰 张 磊HENAN DAILY16 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大河网评

微信圈

焦点报道

网聚观点

记者连线

贵州省织金县水务局一名副局长因超标违
规接待被免职，局长在电视上公开检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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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螺、红烧鱼翅等高档菜肴，每次餐费均在 2000
元以上，且多次违反规定增加陪同就餐人数，多
次接待无公函、事由等。如此公款大吃大喝，却
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上级领导的“尊重”。

（11月 11日 大河网）
因为尊重上级领导，所以就把八项规定、把

反“四风”忘在脑后，这是真正的对上级领导的尊
重吗？未必，如此行为不但不是对上级领导干部
的尊重，甚至还有可能是对上级领导的“陷害”。

作为一个下级，尊重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但
尊重的前提应该是依规依据，是不违法乱纪。积
极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认真执行上级交办的各
项任务，不给上级领导干部添麻烦等，这些都是
对上级领导的尊重，而不应该通过违规违纪的高
档菜来表示尊重，这样做是把尊重庸俗化，把上
下级的关系庸俗化、利益化，让上下级的关系成
为“酒肉关系”，说这是对共产党员干部上下级关
系的亵渎，一点也不为过。

十八大以来，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被处理的干
部不少，这当中包括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
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
伤”而受到处罚，这说明各级党委对落实八项规定、
反“四风”、整治公款大吃大喝是求真务实的态度。

一些领导干部心存侥幸，想取悦上级领导，想
在今后的考核、评估，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谋得利益，
于是就把各级党委的规定抛在脑后，大吃大喝，还美
其名曰“尊重上级领导”，这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大吃大喝是尊重上级领导？这也为各级领导
干部敲响了警钟。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成为
大吃大喝的“帮凶”，让自己受到党纪政纪的处罚。

公款吃喝就是公款吃喝，没有任何借口可
找。打着尊重上级的借口，点高档菜，大吃大喝，
同样会受到党纪政纪的处罚，这是不容置疑的。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双十一的网购大军中，大学生是强大的一支
队伍，部分学生为了任性‘血拼’，不仅办理了银行
信用卡，还在网上各类消费信贷平台注册了账号，
有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大多用来还款。虽然网贷消
费颇受大学生欢迎，但是这一新生事物也引发诸
多争议。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大学生，是否应该
通过贷款购买商品进行超前消费？”这一话题经焦
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

网贷消费看起来方便又划算，实则暗藏消费
透支陷阱，尤其在双十一“全民血拼”的背景下，助
长了冲动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行为。如果不能够及
时还款，容易留下欠款记录，以后贷款购房、购车
都会有影响。网友“月迷津渡”说，分期还款或透
支消费看似为大学生购物提供了便利，但也容易
使他们“放纵”自己。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如果
到期还不上借款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用记录，对
大学生将来工作和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很多网友认为，一些大学生不具备还款能力，
这些透支的费用最后还得由家长买单，最好的方
法应该是引导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量力而行。网
友“丹曲周郎”说，提供网贷服务的机构其实是看到
大学生的钱好赚，虽然他们不具备还款能力，但背
后还有家长作为第二还款人，所以才乐于把钱贷给
大学生。“大学生贷款应该用在正途上，比如创业、
学习等，而不能为了单纯满足物质欲望而贷款购
物，别透支了父母的血汗钱。”网友“自由女神”说。

双十一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刺激消费，各种网
贷服务不免让人心动，然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
者，在选择网贷消费这种有风险的消费方式时，还
是应该慎重，避免陷入透支消费的误区。网友“花
下莺”说：“多少人是冲着省钱的名义去的，结果花
的比谁都多。超过预算就预支未来的钱，你真的
不会在将来节衣缩食的时候后悔吗？”

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大河网网友“笑醉天”：“小康全面不全面，生

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绿色是生命，绿色是希望。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我们渴望绿色；在忙碌的生
产工地，我们关注绿色；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
们播种绿色。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保护环境，从
我做起。

@青青侬语：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再不能要那些“带血的 GDP”。我们要坚持绿色
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坚持绿色发展是实现全面
小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通往人与自
然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
展的理念，有助于地方政府放下唯 GDP 是瞻的
思想，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绿水青山之间留住乡愁
@王天定影像：商城县金刚台镇北湾村是一

个古村，村里至今仍能看到千年古树、百年老房
和记录时代的老标语。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里
没砍树、没填塘、没大拆大建，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留住了乡愁，提高了
村民生活质量。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地方政府的一些决
策者们，在台上喊着要留住乡愁，干的却是毁掉
乡愁文化的事儿。为了那点政绩，说一套做一
套，这才是可怕的，这样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决换
掉。真怀念小时候的绿水青山，可以无忧无虑地
在河中玩耍，到山上摘野果，而不是现在：抬眼
望，到处是 PM2.5。

老家河南需要美丽乡村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农村不能只是一个

记忆中的老家，还应该是一个回得去的家园。希
望咱河南的乡村，都是一个个适宜人居、环境优
美的小村庄。

@1043369746：话说小时候我们这也是一
个小村庄，后来随着发展我们的小村庄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好还是不
好。有时候很想过古朴的乡村生活，依山傍水，
恬静释然。有时候又觉得城市繁华，霓虹灯璀璨
也不错。最近我觉得还是生活在城市，然后有一
个农村老家比较好。

沁阳市拒绝带污染的繁荣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为实现美丽

河南共同努力，河南各地正在行动中。沁阳地处
晋煤南运的咽喉要道，煤炭市场兴盛时全市涌现
出 900多家煤炭企业，繁荣的市场背后浮现出一
连串的问题和隐忧，扬尘污染严重危及了附近居
民的身心健康。今年 6 月，一场被命名为“剜肉
行动”的煤炭市场整治行动在沁阳市全面打响，
该市仅用 15天就取缔 338个煤场、348座小高炉。

对此，沁阳市委书记薛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说，沁阳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必须从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变到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上
来，坚决淘汰落后的工艺与产能，促进经济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欠子孙后代的生态账、生
存账。污染少了，城乡都会绿起来。

商城县向绿水青山要GDP
“绿水青山、生态优美，是商城县最大的特色

与优势。多年来我们树牢保护生态、利用生态、
优化生态、转化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把生
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持续走好生态
立县、科学发展的路子，让生态山水释放绿色
GDP。”11月 11日，商城县县长周哲介绍，该县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快农民增收步伐，将粮油、茶
叶、油茶三大产业科学规划，大力开发粮油加工、
茶叶、绿色蔬菜等特色产业，连续四年荣获“全国
重点产茶县”称号。商城县内实测负氧离子最高
峰值达 47.8 万个/立方厘米，是“美丽中国·全国
创新示范县”。

周哲说，商城县要用诗画乡村留住美丽乡
愁。据愁，商城县倾力建设“美丽乡村、文明城
镇、幸福商城”，既不“涂脂抹粉”，又不大拆大建，

而是依山就势、随形就貌，还原了乡亲、乡情、乡
景，真正体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理念。目前，商城县已有 3 个村入选全省“美
丽乡村建设试点”，被评为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先进县。好山好水也激发了浓浓的故乡情怀，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先富者回归山林、创业桑梓。

太行山脚下的美丽乡村
淇县灵山小镇位于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办

事处，2014年被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
目。灵山街道办事处地处淇县西部太行山区，所
辖 6 个行政村均为省级贫困村，总人口 6000 余
人，分散居住在 55平方公里的深山区。

11 月 11 日，淇县灵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文
成说，在灵山小镇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建设中，该
镇以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在小镇中展销土特
产品的同时，通过小镇游客带动当地农家乐、采
摘园等生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山区群众增收，
努力探索一条贫困山区建设美丽乡村、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路子。目前，小镇共有运营的农家客
栈、茶社、酒吧和画室等 51 家，在运营初期每月
可为当地每家农户带来 1000多元的收入。一个
生态、活力、幸福的美丽小镇已初具雏形，山区群
众正享受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诸多成果。

网友热议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之三

绿色发展 以美丽乡村留住乡愁

11月12日，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座谈会在河南省鹤壁市召开，会期

一天半。据了解，近年来，河南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强力推进综合改革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前，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绿色发展”作

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十三五”乃至

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网友认为，建设美丽河南，建

好美丽乡村，是绿色发展的表现和最大的民生，能留住我们的乡愁。

大学生贷款疯狂网购

网友：别透支父母血汗钱
□本报记者 黄岱昕 实习生 魏 然

“尊重领导”并非公款吃喝
□蓝 枫

75 岁的周大爷一直有一个心愿，在身体还
行的时候，带老伴去趟新马泰。周大爷决定实现
愿望，结果却被 5家旅行社“拒收”。好不容易有
3 家旅行社“松口”，但提出了加 300 元年龄附加
费、直系子女陪同前往等附加条件。该消息在网
上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11月 10日，记者随机
联系了几家河南省内的旅行社了解到，现在旅行
社普遍对老年人出游提出了附加限制条件。有
网友认为，老年人跟团旅游确实有很多安全问
题，旅行社的做法无可厚非。也有网友说，旅游
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也有享受快乐、实现
梦想的权利。

网聚观点
老人跟团旅游问题多

大河网网友“清风徐来”：旅行社拒绝老年人
单独跟团参加旅游，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安全问
题。毕竟老年人身体状况各有不同，万一旅游过
程中出现问题，确实容易扯皮。旅行社的做法属
于自我保护，也无可厚非。

@哒哒兔佳妮：老年人岁数大，体质不比年
轻人，一个旅行团二三十人，不可能对一两个
人照顾得特别周全，旅行社为了规避风险要求
老年人签订免责协议是可以理解的。老人应该
对自身健康状况做好评估，选择合适的旅游线
路出行。

旅游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成长中的麦子：旅游并不是年轻人的专

利。父母辛苦了一辈子，想趁着腿脚还利索，有
钱有时间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可是却被旅行社的
条款给束缚了，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大河网网友“十年一刻”：我就特别支持父母
出去旅游，这也是老有所乐啊，出去旅游既能放
松心情，又能活动筋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自驾
游、自由行，可是老年人不懂网络、不能开车，跟
团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调查
旅行社：60岁以上要签免责协议

记者采访了三家河南省内的旅行社，都要求
60周岁以上老人参团必须签订免责协议，有两家
要求提供医院开具的健康证明，其中一家旅行社
对老年人要收取 600 到 800 元的附加费，另外一
家旅行社明确提出需要家属陪同，否则不愿意老
人参团。

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60周岁
以上老人建议到医院开具健康证明，还需要签订
免责协议，有些不适合坐飞机的话就不能去。对
于年龄大的老人建议最好还是有家属陪同，因为
万一出了问题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老人：世界那么大，我们也想去看看
“我爱好跳广场舞和旅游，我的舞友基本上都

是退休老人，别看我们年纪大，可是心态并不老。
现在经常跟驴友一起出去，跟旅行社的少，一方面
是因为旅行社条件限制太多，老年人报团还要开
健康证明，挺麻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旅游线
路安排时间紧凑、强制购物等都不适合我们。”62
岁的退休教师刘阿姨告诉记者，跟驴友出去没有
人身意外保险，而很多保险公司觉得老人年纪大
也不愿意签保，旅行安全并没有保障。“希望更多
人关注老年人旅游业的发展，旅行社多订制一些

‘夕阳红’线路，世界那么大，让我顺利去看看。”刘
阿姨说。调查中，很多老年人表达了类似想法。

律师说法
应对老人旅游进行标准化管理

11 月 11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有道律师事务
所主任马伟。他说，旅行社和老年游客同属平等
的民事主体，旅游服务合同属民事合同范畴，所
以原则上应由合同双方自由协商对相关权利义
务做出约定。《旅游法》虽然规定了老年游客在旅
游活动中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享受便利和优
惠，但是该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可操作
内容。旅行社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了保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降低服务成本和服务风险，以及考
虑到老年游客的健康和安全，要求一些附加条
件，也无可非议，毕竟民事行为坚持平等自愿原
则，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但是，不能附带
歧视性、侮辱性条款。

“旅行社不能因噎废食，堵塞老人外出旅游，
乐享晚年的活动途径。老年人出游要做好健康
检查工作，尽量挑选正规旅行社的成熟老年团线
路。同时，子女可为老人多上一份保险，给老人
出游带上保障。”马伟建议，应该尽快修订颁布

《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在国家层面将老年旅游加
入保险体系、救援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支
撑，对老年旅游进行标准化管理。

75岁老人报团旅游被拒引发热议，老人说——

世界那么大 让我顺利去看看
□本报记者 张 磊

绿色发展是实现
中原崛起的必然选择

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袁金星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要改变粗放型的经
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大力发
展绿色经济，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全
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实现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战略目标的
必然选择。

当前，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绿色发展对
河南的战略意义。绿色发展是河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河南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河南增进民生福
祉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让老百姓
喝上干净水、呼吸到清洁空气，吃上放心食
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河南要走绿色发展道路,应该抓好四方
面工作。一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绿色低碳技术的核心竞
争力。二是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
体制机制的激励和保障作用，加快构建源头
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三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对绿
色发展的支撑作用，让创新成为绿色发展的
持久推动力。四是要深入普及绿色发展理
念，营造绿色发展氛围，增强群众的忧患意
识、节约意识和责任意识，让绿色发展理念
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

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进
一步增强河南发展后劲、提升综合实力，为
加快实现总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坚持绿色
发展是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战
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古树掩映中的商城县金刚台镇杜畈村北湾居民组。 曾令菊 摄

淇县灵山小镇街景一角。 张志超 摄

□本报记者 孙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