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互联网+”成为河南各界热议的
话题。11月18日，河南省“互联网+”开放合
作大会在郑州举行，省政府与百度、浪潮和神
舟数码等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我
省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苏宁等5家
企业达成具体合作项目34个；大会共签约项
目超过430个，总投资超过850亿元。作为全

国人口大省和重要的经济大省，河南也将站
在“互联网+”风口上，顺势而为。

网友说，河南“互联网+”的幸福时代要
来了！在互联网连接一切后，面对“一切皆
有可能”的未来，我们如何更新观念，适应变
化？河南又该如何把握机遇，奋勇向前？对
此，大家众说纷纭，分享观点。

面对问题领导岂能“快闪”
□侯文学

近日，一段哈尔滨街头越野车阻拦救护车的视
频在网上迅速传播，视频中，一辆白色 SUV 挡在闪
烁急救灯的救护车前，两分钟内，越野车跟随救护车
后退再前进，连续将其逼停。救护车上人员探出身
子交涉了半天，SUV才自行离去。11月 23日，该消
息经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后，引起网友强烈反响。

看过视频的网友不禁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该
司机的错误行为。网友“Vincent”说：“如果救护车
上是重症病人，这种行为无异于谋杀，他斩断的不
是救护车的道路，而是车上患者的一线生机！万一
因为这两分钟延误病人治疗，人命关天的责任你承
担得起吗？”

司机王某对自己当日的行为表示十分后悔，
并通过媒体向救护车司机、车上病患及其家属表
示道歉。早知今日事，何必当初为，做事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部分网友认为道歉是不够的，应该
严惩不贷。网友“人生如梦”认为，恶意阻拦救护
车，当重罚！一般看到消防车、救护车哪怕违章都
会让道，你可倒好，去堵救护车！而且车上还有需
要救治的病人。对这种人就应该重罚重判，建议
吊销驾照，纳入诚信档案黑名单，否则难平民愤。

也有许多网友认为，在谴责司机错误行为的
同时，也应当理性地告知和宣传有关阻拦救护车
的法律责任，以提高公众救护生命的意识。网友

“乡巴佬”认为，不管开的车有多好，都必须遵守交
通法规。为救护车让行，不仅是道德上的责任，更
是法定的义务，切勿为了一时之气而酿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当主动避让成为主流，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效仿，国民素质也会一点一滴提升。越野
车阻拦救护车只是个例，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司机
为救护车让出生命通道”的新闻。

恶意阻拦救护车，当重罚！
□本报记者 张磊 实习生 魏然

河南“互联网+”幸福时代要来了
□本报记者 张培君

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贵州贵
阳市，3万套保障房竟一直闲置！这是因为，一些小
区房子虽已建好，但是水、电等还不能入户。这些保
障房项目共涉及投资85.43亿元。面对采访，贵阳市
住建局局长刘朱称“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局长”。最
新报道称该局长已被免职。（11月22日 大河网）

面对保障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记者采访，作
为省会城市的住建局长，竟然“快闪”，实在是一桩
官场奇闻，抑或丑闻。那么，他为什么要“快闪”
呢？主要目的无非是要回避问题。

保障房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主要目
的是解决买不起商品房的困难群体居者有其屋的
问题。为此，中央政府每年都向各省市自治区政
府下达保障房建设的硬指标。各级政府本应科学
规划、精心组织，保质保量地把保障房建设好，让
符合条件的家庭尽快入住。

像贵阳市这样房子虽然建完了，因质量差和
设施不配套而无法入住的情况，政府一些相关部
门显然难辞其责，而住建部门及其主要领导责任
更直接。刘局长之所以面对记者采访“快闪”，甚
至连自己是局长都不承认，只有用缺乏“敢于担当
的精神”来解释了。这样的领导干部，能“管好码
头”吗？实在令人怀疑。

实际上，面对问题和记者采访，正确的态度应
该是：坦然回答记者的提问，直面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实事求是地解释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可行的
整改措施。如此，才能获得媒体的信任，也会取得
群众的理解。像刘局长这种采取“快闪”的办法，
极力回避问题和记者采访，最后的结果很可能适
得其反，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加强作风建设、整治“四风”永远在路上。如
果说，面对问题和媒体采访“快闪”不属于“四风”
中的官僚主义的话，那就需要增加一个“第五
风”——“媒体采访恐惧症”。近几年在官场发生
的情况说明，患有这种症状的官员还不是少数，大
概需要用猛药治一治了。（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制
图/

魏
然

话题
背景

本期焦点

微信圈

大河网评

焦点报道

2015年 11月 24日 星期二 HENAN DAILY 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策划 高 亢 责任编辑 孙华峰 张 磊0

“互联网+”幸福时代要来了
大河网网友“云中山”：河南这次高规格举办

“互联网+”大会，那么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大咖参
与，充分体现了河南全面拥抱“互联网+”的决心
和信心。河南“互联网+”的幸福时代要来了！

大河网网友“丹曲周郎”：与东南沿海等发达
地区相比，河南的互联网基础还很薄弱！那么多
农产品怎么通过互联网实现卖全球，让农民的腰
包鼓起来？借助这次机会，从各级政府到百姓都
动起来，充分利用互联网赚钱吧！

不拥抱互联网就会被淘汰
大河网网友“随遇而安”：互联网已成为时代

潮流。现在，不用出门就可以购物、购票、查阅资
料、查交通路线等，省时省力又省钱！互联网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

@苏格拉没有底：“互联网+”带来的最大变化，
是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环境，无论你身处大城
市还是小乡村。大商场、大医院，这些原本只属于城

市的服务设施，现在只要一根网线就能延伸服务。
大河网网友“寒山熊”：作为人口大省的河

南，如果政府官员、企业老板，没有全新的互联网
观念，就真的被这个时代淘汰了！主动融入互联
网平台，寻求新的商业机会和生活方式，已成为
必然选择。

全民参与玩转“互联网+”
大河网网友“墨水咸”：“互联网+”如果为政

府所用，市民就会得到更多实惠。利用大数据，
政府能够了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根据人流量合理规划公交路线，可以
进行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落实“互联网+”，首先
要把互联网基因植入头脑里。官员带头，企业重
视，全民参与，河南人才能真正玩转“互联网+”！

发展“互联网+”重在观念更新
“在未来，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关键，而‘互联网+’则是这个时代的创新主题。”
11 月 23 日，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郑
祖玄告诉记者。

“ 主 要 的 问 题 在 于 观 念 ！” 谈 及 河 南 在
“互联网+”方面存在的问题， 郑祖玄认为，一
些传统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互联网 + ”认识不
够，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居民和消费者的互联
网应用尚可，但创新型的“互联网+”企业发展
缓慢。

在郑祖玄看来，河南发展“互联网+”的优势
不少。他认为，第一，河南网民数量中部第一，
居全国第 6 位，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第
二 ，河 南 的 区 位 交 通 优 势 明 显 ，这 对 于“互 联
网+”特征的物流和速递企业意义重大；第三，政
府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多“互联网+”
创业机遇，如保税物流区的跨境电商 E 贸易改
革试点，可能会在跨境电商贸易方面取得长足
进步。第四，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改造意识明
显。“在我参与过的调研中，发现不少传统企业
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实现远程服务、产品追踪
等新业务。”

“‘互联网+ ’是机遇，只要各级地方政府重
视，创造更好的公共政策条件，加上全民参与，河
南经济必将借助互联网实现跨越发展。”郑祖玄

表示。

强化底层设计 发力产业电商
“这次‘互联网+’大会的氛围很好，省市县各

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关注，表达了河南要打造互联
网大省的信心和决心。”河南省电商协会秘书长
张苏丰认为，本届河南“互联网+”大会释放了两
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我们要强化底层设计。即
培养一支能战斗的‘士兵’，由此吸引外来的‘将
军’。”张苏丰说，近年来，河南电商发展较快，但
是跟全省的经济总量及河南的区位优势、战略
地位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在做好顶层
设计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底层设计，注重人才培
养的统一性、标准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高端
人才以及知名企业的到来。”

“第二个信号，我认为在‘互联网+城市’、‘互
联网+行业’、‘互联网+产业’的选择中，河南将对
撬动半壁江山的产业电商发力。”张苏丰说，对于
众多河南电商而言，今后的机遇主要应在农村电
商和产业电商，因为河南的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
三产业，所以发展产业电商应是河南今后着力的
方向。

11 月 17 日，记者从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获悉，
我省将为公民出台环保行为准则，以规范公民的
环保行为，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目前，《河南省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征求意
见稿）已经出台，并向社会各界征集修改意见。
如何让环保观念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让绿色低
碳成为河南人的生活习惯，引发网友众议。

网聚观点

建设美丽河南人人都是环保卫士

@春夏秋：自己吐的自己喝，节能减排好处
多。制造污染的企业尤其要负起责任，别再大范
围制造雾霾了。河南人口多，环保压力大，但不
能为了发展经济牺牲环境。

大河网网友“风花雪月”：建设美丽河南，人
人都是环保卫士。大家都想有个好的生活环境，
那就一起行动。

环保可以从生活点滴做起
大河网网友“娲城听雨”：制度、准则都是人

定的，主要是落实，提高大家的环保自觉性。出
去旅游，不是说掏钱买了门票，就可以随地乱扔

果皮纸屑。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
是一个人素质的表现。

@小兔白：环保可以从生活点滴做起，比如
出门能坐公交不开车，能步行就不坐车。只是郑
州现在到处修路，公交经常改线断行，想坐公交
也是有心无力。希望政府能合理规划，给老百姓
享受绿色生活创造好的条件。

改造自然环境不能任性
@谭s波尔：污染严重，保护环境势在必行，

为了子孙后代也要保护环境。人类改造自然环
境，再也不能任性下去了。等到污染恶果无法挽
回的时候，哭都来不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大河网网友“acmddg”：每次人类试图做自
然的主宰，都被大自然无情报复了。还是和大自
然和谐相处吧！野生动物想吃就吃，千年古木想
砍就砍，再这么作践下去，估计咱这儿最后就剩
一片荒漠了。

记者连线

环境治理要上下配合加强民众参与

“这次出台行为准则很好，对于营造公民环

保意识有推动作用，但还应该加入具体的做法，
以利于民众对照执行。”11 月 23 日，郑州社区大
学助学服务部部长、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队队长
乔涛涛接受采访时说。

乔涛涛认为，准则本身更多的是一个倡议，
呼吁每个公民尽到自己的责任，是一个方向性的
倡导。“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就曾多次组织环保公
益活动。比如到火车站广场劝阻吸烟者，关爱母
亲河、到黄河岸边捡拾垃圾，还有在日常公益活
动中宣传环保知识。”他表示，准则对环保意识较
强的民众，会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对污染企
业的制约作用有限，不是准则一颁布环境就会好
起来。

对于河南公民环保意识的现状，河南绿色中
原环境保护协会负责人匡洁表示，从自己团队多
年的工作经历看，我省公民的环保意识在不断提
高，但总体参与意识仍比较低，老百姓需要更方
便的途径参与进来。在这方面，个人在环保方面
能做的比较有限，公益组织可以起到政府和公众
间的桥梁作用，政府应该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的
支持力度。匡洁说：“环境治理要上下配合，而不
是政府一家的事，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组织民
众参与。”

《河南省公民环保行为准则》
(征求意见稿)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杜绝浪费，节约资源；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关爱生物，呵护自然；

监督违法，拒绝污染；

美丽河南，你我共建。

《河南省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征求意见稿）出台，网友说——

建设美丽河南 人人都是环保卫士
□本报记者 黄岱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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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卫辉市检察院为进一步推动信
息化应用工作，积极采取多项有效措施优化
网络基础，从规范网络管理做起，在构筑坚实
的信息化平台上下工夫。点对点快捷排查，
及时维护。该院对现有的网络设备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对可能出现问题的设备进行了及
时的维护和检修，在检查的同时，该院将每间
办公室的电脑、信息点与机房配线架及网络
交换机一一对应。一旦网络连接失败等问题
出现，就可根据这台电脑的信息迅速从终端
排查到源头，及时处理并解决问题，节省时间
的同时大大提高维护的效率，得到了干警的
一致好评。严防死守，保密工作无小事。为

了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按照省、市院内网络
安全保密的要求，在院党组的统一部署下对
本院网络安全进行定期检查，从根本上做到
对网络安全不留空档、不留死角，通过定期检
查与维护，能在最早发现问题，尽快消除安全
隐患。认真做好内、外网网站的管理和应用
工作，充分发挥检察网页的效能，严格按照网
站管理规定积极做好网站各栏目的技术维护
工作，确保各类信息、通知等文件能在网上及
时发布。通过发挥网络设备、视频会议系统
的最大功能，更大地开发网络的资源，真正实
现绩能效应，充分发挥网络这一平台的功
能。 （董水华 周红伟）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为深入推进下访巡访工作，以亲
民便民为主线，通过建立检察院信访联络员工作机制，将
控申工作贴近乡村、贴近社区、贴近群众。在卫滨区法
院、南桥公安分局、胜利公安分局、铁西公安分局、全区 7
个办事处、平原乡政府所辖区 26 个自然村、4 个律师事务
所，建立涉检信访联络员平台，畅通涉检信访渠道。信访
联络员协助检察机关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检
察机关受理群众信访的管理范围，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
疏导工作；对群众反映的涉检问题，及时向控申举报部门
反馈；对辖区内涉检上访苗头、隐患，尤其是集体访、告急
访等，要及时向检察控申举报部门报告，并对上访群众做
好疏导和劝阻工作，引导群众正确有序地进行涉检信访
活动；全面收集涉检信访材料；接待涉检信访时，应当告
知来访人权利和义务，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
害他人，否则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
辖的来访，耐心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其到有管辖权
的机关反映问题；涉检信访联络员有权可以通过控申部
门预约检察机关业务部门负责人或检察长，接待涉检信
访人；协助检察机关答复信访人，配合检察机关做好化解
矛盾，教育疏导等善后工作。 （云志杰）

今年以来，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纪工委
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
管理，切实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完善党风
廉政建设。一是抓党性教育。该街道办组织纪工
委和相关工作人员到新县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二是抓形势教育。通过召开务虚会，研讨会等形
式相互交流学习，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正确把

握反腐败形势任务，及时领会中央纪委的新精神
新要求；三是抓节点教育。紧盯中秋、国庆等节
点，向街道办全体干部发送廉政提醒短信；坚持对
存在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违纪问题抓早抓
小、约谈教育；四是抓业务教育。针对纪检监察干
部“知识匮乏，能力不足”的问题，采取“菜单式”定
向学习方式，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不断提高业
务能力。 （孙慧磊 杨卫红）

为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
动，增强全体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日
前，中牟县官渡镇纪委组织全镇 44 个村支
部书记和机关全体党员到河南豫中监狱进
行警示教育话动。通过实地参观监狱监区
等服刑人员学习生活场所，现场听取服刑
人员的忏悔报告等环节，给在场的党员干
部们上了一堂深刻难忘的党风廉政教育

课，洗礼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增强廉洁从业的意识，以反面典型案例为
戒，强化纪律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
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在行动上防微杜渐，
坚持不碰纪律“红线”，做到谨小慎微、严于
律己、廉洁奉公。 （秦红杰）

11 月 16 日，在王屋山区燕庄支线改造现场，
济源供电公司对作业过程全程监督管理，以确保
施工安全。针对当前施工作业点多面广的现状，
该公司突出抓好现场安全管理。注重教育引导，
通过安规培训和典型案例剖析，加强作业现场管

控，强化“安全第一”意识，要求大家切实把安全
刻在心里、抓在手中。深化现场监督管理，确保
安全职责全面履行，并利用班前会开展安全风险
点排查，利用班后会反思作业行为，营造环环抓
安全、处处保安全浓郁氛围。 （杨战营）

近日，开封市顺河区微信“廉洁顺河”正式开
通后，增设了“‘四风’问题随手拍”栏目，全面受
理群众用手机、相机、摄像机等设备拍摄到的问
题线索，重点对党员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和违纪
违规现象、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现象进行监督。查

处的问题在向举报人反馈的同时，在“廉洁顺河”
微信上通报曝光，打通反腐“最后一公里”。 据了
解，微信开通以来，受到广大机关干部和群众的
积极关注，让大家在闲暇之余及时掌握上级反腐
精神及反腐动态。 （王义）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打造控告申诉工作亮点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强化纪检监察干部教育管理

济源供电公司加强施工安全管理

开封顺河区微信开通“四风”问题随手拍栏目

中牟官渡镇纪委赴豫中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卫辉检察院多举措加强网络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