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了装修烦恼
省时省力省心

大河网网友“有话要说”：前几年
搬家，装修真是折腾人。最难协调的
就是时间，早上装吧，会有睡懒觉的邻
居抗议；下午弄吧，有午休的不愿意；
晚上更别提了，大家下班都想好好歇
歇，你丁零咣啷一通敲，肯定惹众怒
啊！还有成麻袋的建筑垃圾，清运也
是个难题。如此看来，精装房倒是省
力、省时、省心了。

@Sabrina-88：只打算封个阳台，
就觉得无比麻烦，已深深陷入对装修
的恐惧中。十分怀疑这房子最终会被
我卖了，换个全装修房。

千房一面
会少了很多个性

@小房说：住宅是个人的生活空
间，老百姓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又统
一装修了，没有一点个性，是不是对买
房者不公平？

大河网网友“如月蓝颜”：千房一
面，会少了很多个性。虽然也有“菜单
定制”，但毕竟是统一装修，风格还是
会非常有限，加上成本控制，开发商也
不可能设置那么多选项，如何让消费
者满意，还需要下番功夫。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住了一
段时间全装修房，到邻居家串门，怎么
感觉都像走进了自己的家里。为了改
善生活，只有再请设计师做点个性化
的设计。

拎包入住
装修质量能保证吗

@老乐8881：业主“拎包入住”，别
拎出一包气！我观察到，装修工鱼龙
混杂，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业主要
投诉也找不到当事人，开发商一走了

之，售楼处也不知去向。
@滴答滴1号：我担心，如果用比

毛坯房更高的价格买回的房子，因对
装修不满意推倒重来，岂不是更大浪
费？装修里的猫腻多，谁来监管，出问
题向谁投诉，都应该尽快明确。开发
商需要更多业界良心！同时，期盼国
家出台统一装修标准，监管到位。

政府要监管到位
房企需彰显业界良心

成品住宅是指套内所有功能空间
的固定面铺装或涂饰、管线及终端安
装、门窗、厨房和卫生间基本设施配备
等全部完成，已具备使用功能的新建
住 宅 。 你 愿 意 购 买 成 品 房 住 宅 吗 ？
在大河论坛设置的调查题中，仅四成
网友选择“愿意”，从网友跟帖评论看
出，质量和价格问题成为大家的最大
顾虑。

“这次政府主导推行成品房住宅，
相信会有非常具体的装修标准，也会
有严格的监管程序，消费者担心的质
量问题应该会减少。”对于成品住宅的
推行效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管
理与房地产学院教授刘社有顾虑，更
有信心。

河南嘉义东方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罗清涛说：“对于开发商而言，成品
住宅会让客户体验度增强，不仅让消
费者省时省力，还节省装修开支。”罗
清涛认为，开发商从专业角度出发，进
行房屋装修，可以从更多细节入手，使
房屋的舒适度增强。此外，成品住宅
因为装修规范统一，便于后期物业管
理维护。

“毛坯房的装修成本要远远高于
成品住宅。”郑州清华园房地产开发公
司营销总监黄艳红称，统一批量采购
装修材料，特别是一些品牌产品，由开
发 商 以 工 程 价 购 买 ，会 省 下 不 少 费
用。“对于开发商而言，毛坯房变成品
房是麻烦增多了。”黄艳红说，因为土
建时就要考虑后期装修问题，比如墙

面设置、地面凿平等，需要提前设置。
此外，装修后的房子，一旦出现问题，
还要面对业主的各种质疑。

刘社教授认为，成品房住宅在避免
资源浪费、绿色环保、节省装修成本、劳
务成本等方面，确实有不少好处，但其
推行顺利与否主要依赖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刘社说，近年来，成品房住
宅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拥有广阔的市
场空间，因为在收入增加、工作繁忙的
生活状态下，“拎包入住”方便了购房消
费者，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据刘社回忆，郑州早在十年前就
尝试推出成品房住宅，即精装修的小
户型公寓，但是因质量问题、价格问
题，让不少消费者觉得仅是“美丽的谎
言”，推行效果非常一般。因此，房地
产业界需要多些“工匠精神”，保证房
屋的质量。刘社表示，随着河南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环保需求增加，加
上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专业人做专业
事”成为一种需求；此外，人民群众改
善居住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推进
成品房住宅是一种必然趋势。

本期焦点

大河网评

网聚观点 记者连线

1月 5日傍晚，郑州市陈寨村霓虹闪烁，依然热闹。
据河南日报 1 月 6 日报道，截至 2015 年 11 月，在刚刚

过去的 5 年里，郑州市大棚户区改造共拆迁了 627 个村
庄，动迁群众 175.65万人。根据计划，郑州要对四环以内
的城中村进行全部改造，陈寨、庙李，包括张家村都在此
范围内。

范 昭 摄

1 月 5 日，据河南省纪委官方微信“清风中
原”发布消息，又有一批违纪者被严肃处理并通
报曝光。其中，新蔡一干部因收受草鱼 19 条被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的通报，让网友格外关注。有网
友说：“三年多来，八项规定‘动真碰硬，一寸不
让’，正深刻改变着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作为领
导干部，不要说是几条鱼，就是一根烟也不能
拿！”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如何从小事着手，防
微杜渐遏制节日腐败，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网聚观点
敢收草鱼就要炒你鱿鱼

@易：敢收草鱼，就要炒你的鱿鱼！中央有
八项规定还敢收礼，没规定不一定收多少呢！这
鱼吃着还那么鲜美吗？支持纪委抓早抓小，治党
就该从严。

@11888：收受贿赂都是从小钱小物品开始
的，直到成千上万过亿。贪污会上瘾，开始都是
小贪，最后变大贪。腐败就是从所谓的小事开始
的，即使曾经是优秀的代表，不符合党员条件的
人也该被坚决清理。

小贪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感
@阴转晴：终于开始整顿收礼了，期待了好

多年。什么孩子上个学，办个什么证件，看看医
生，真正贫困的人申请低保和廉租房，都要送
礼。不送点烟酒礼品是搞不成的，希望以后平民
百姓办事程序能简单容易点。

大河网网友“一片蓝天”：希望多查查下面的
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作风。他们虽然官阶不高，但
是直接和群众打交道，在老百姓眼里，他们就是党

和政府。身边的这些腐败虽然事情不大，但直接
影响百姓幸福感，必须根除！

廉洁不廉洁 关键看过节
大河网网友“令狐一叨”：春节将至，少不了

走亲访友、聚餐畅饮，正好给想要搭“天线”、拉
“关系”的人以可乘之机，以走亲访友之名，送礼
又请客。

大河网网友“他山石”：廉洁不廉洁，关键还得
看过节！不光是官员要管好自己和身边的人，咱
们老百姓也要主动响应中央八项规定。社会风气
已经清风徐来，群众也要主动适应。大家都不送
礼了，手里有权的人不为难，我们自己也减轻负
担，何乐而不为？

■新闻1+1
收草鱼，吃苹果，这些人都被通报了

2013 年，新蔡县国土资源局练村镇国土资源
所张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土地平整施工单位
提供帮助，收受施工单位给予的草鱼 19 条，价值
1727 元。新蔡县纪委给予张勇党内警告处分，收

缴违纪所得 1727 元。
2015 年 11 月 16 日，山东巨野县田桥镇政府

办主任魏衍顺吃拿商户两个苹果没付钱。事后，
当地纪委认定其顶风违纪，造成不良影响，进行
通报并对其给予诫勉谈话的处理。

2015 年 11 月 17 日，陕西城固县莲花街道办
事处杜家漕村村委会原主任马卫东报备儿子婚
宴规模未获批准后，递交辞职申请，后大操大办
婚宴。此后，马卫东被免去村党支部委员职务，
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5年 11月 20日，洛阳吉利区吉利乡党委给
予孙书林党内警告处分，同时，不合规考察费用由
个人承担。当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洛阳吉利区吉
利乡北陈村报请吉利乡党委同意，由北陈村村委
会主任孙书林带队，到陕西杨凌参观现代农业种
植。考察期间，考察组私自改变考察内容，自由活
动一天，到延安参观一天，并每人每天补助 100元。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三门峡湖滨区纪委给予
桥头市场管委会主任杜伟党内警告处分。2013
年至 2014 年 6 月，杜伟安排下属将收取的市场内
广告牌租金 3.6 万元，设立账外账，直接用于单位
各项开支。

1 月 4 日下午，广西南宁天桃实验学校荣和校
区，两台大型破拆机械在拆除教学楼。据悉，已被拆
除的这栋教学楼刚刚建好，但尚未交付使用。（1月 5
日大河网）

刚刚建好还未交付使用的教学楼却难逃“夭折”
的命运，不可谓不可悲，其实，这样的案例不少，数据
显示，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就超
4000 亿元，于是，有人忍不住调侃，5000 年文明古
国，却少有超过 50 年的城市建筑。按照《民用建筑
设计通则》的规定，一般性建筑的耐久年限为 50 年
到 100年。然而，在一次次爆破声中，地标建筑应声
倒下，寿命长的不到 30 年，短的不到 10 年，“短命建
筑”层出不穷不仅耗用大量公共资源，建筑垃圾更是
给城市周边生态带来重大隐患，危害性不可小觑。

客观来讲，城镇化加速、人口增加造成了“短命
建筑”的客观存在，可实际上，部分地方官员的政绩
狂热才是“短命建筑”频现的始作俑者。在个别地方
官员看来，大拆大建必然带来 GDP 大幅蹿升，全线
飘红的汇报数据更是其平步青云的“政绩砝码”，只
顾着地标建筑、政绩工程横空出世，全然罔顾民情民
意。

不可忽视的是，“规划跟着领导变，一任干部调
一回”已成规划界的公开秘密，很多建筑“来去匆
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让规划设计成了一纸空
谈，即使制定了合理规划，到最后也终究只落实在了
纸上，特别是个别新任官员，为凸显政绩往往另起炉
灶，开辟新地开始一番新一轮大拆大建，建筑质量再
过硬的建筑也难逃“夭折”的厄运。

不难发现，拆建工程如搭积木一般让个别官员
有权就任性的丑态展露无遗，从根本上说，要杜绝

“短命工程”问题，关键还是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要
建立科学的、给力的、长效的问责和监管机制，坚决
杜绝唯 GDP论英雄的病态用人观，进一步加大违规
成本，让短命建筑不再撩拨公众神经。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近日，南阳一辆严重超速达 246 次的“冠军车”
“豫 RC2326”火了，但车主田某竟然连车都没摸过！
据报道，别人用田某身份证在南阳市车管所为一辆
二手车办理上牌手续，田某因车破并没有购买这辆
车，车又卖给了别人。车管所工作人员称，田某必须
自己找到该车使用人，办理过户手续。

@白天不懂夜的黑：我去年就因为套牌车赔了
6000 元，我拿着证据去车管所说套牌，他们让我去
找车，没办法，根本找不到，只有认栽。

@老战友：个人如实反映实际情况，职能部门还
让个人找车？原车主三次到车管所就等于是报警了，
车管所不管不算渎职吗？严重超速达246次，交警早
该处理了吧！这样的马路杀手更不能罚款了事吧！

网事辣评

严重超速达246次，谁在渎职？

“现在放开二孩政策了，以后哪个单位还要女生
啊？”据媒体报道，上海一所知名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小陈，面试中遇到过不下 3 次直接关于预期生产年
龄等问题。“首先，我得先有个男朋友吧。”“女性的生
育能力在社会发展层面来说，原本是项重要贡献，为
什么变成了自身发展的束缚和被‘歧视’的理由呢？”

@沙木研：女性生育功能即便说是贡献，也是
对家庭的贡献，将对家庭做贡献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转嫁到企业头上，似乎也不合适。

@日暮：既然打算要二孩，就要付出代价。但
将这些代价转嫁到女性头上，确实不公平。目前要
做的就是，国家应该加强对生二孩女性的权益保障。

因为项目进展缓慢，开封禹王台区区委区政府
在当地的党报头版上，公开写了一份检查，反思该区
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据了解，这
并非开封市第一次针对重大项目推进过程存在问题
责令有关部门登报作检讨。

@开心2016：政府部门在媒体上公开反思，自
曝不足，承认缺失，接受公众监督，是一种进步，值得
肯定与赞扬，希望这样的检讨再多一些。

@鸿毛羽羽：检查可以写，但最好能形成一种
制度，避免流于形式。更希望政府部门不断改进作
风，勤政为民，提高工作效率。

（整理：孟素芳 游利利）

政府部门在报纸头版作检讨
再多些

别因二孩阻挡女性就业

“短命建筑”倒逼“长效问责”
□刘 昭

到2020年，河南省将
大面积扩展全装修成品
住宅的建设比例，其中省辖
市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争取
达到 80%，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争取全覆盖,县城(市)要达到
60%以上……日前，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公布消息称，河南将加快发展成品住宅，

推动绿色发展，引导逐步告别“毛坯
房”建设方式，提升住宅产业化水平。

对于很多人来说，“毛坯房”交付
后“如何装修”是头等大事。有网友
说，从墙面粉刷，到厨房设计，铺砖、改
电、换窗……装修不停，浪费不止，污
染不息，应该为该政策点赞；也有网友
担心，统一装修，“千房一面”，没个性，
质量不敢保证。开发商表示，建造成
品房麻烦增多，但节省了消费者成
本。专家认为，成品住宅推广是社会
发展必然趋势，但需政府监管到位，开
发商彰显业界良心。

告别“毛坯房”让居住更幸福
□本报记者 张培君

焦点报道 新蔡一干部因收受草鱼 19 条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网友说——

年年有“鱼”小心被“刺”卡住
□本报记者 黄岱昕

眼遇·河南

即将消失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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