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8月 18日，记者从中国联通获悉，10月
1日起，中国联通将进一步取消集团统一套
餐的漫游费。此前，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也
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取消长途漫游费，这
意味着在针对取消长途漫游费的事情上，三
大运营商均确定了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
在三大运营商宣布将取消长途漫游费的同
时，计费方式或也可能改变。如，中国电信
就提出，将率先推行全流量计费。

对于三大运营商将取消漫游费一事，网
友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也有网友表示，希望
新的计费方式不要进行收费转嫁才好。

期待这一天早些到来

大河网网友“猴子”：放眼全球，漫游费

的取消早已有动作。个人了解的情况是，日

本国内没有漫游费；欧盟决定从 2017 年 6 月

起取消成员国之间的手机漫游费；俄罗斯、

印度等国也在计划取消漫游费。所以，对于

三大运营商取消漫游费，本人举双手赞成。

@木夕西：哎哟，不容易，三大运营商是

吐血的节奏吗？终于要取消漫游费了，应该

会省下一些钱吧，每个人省下一点钱，对全

国人民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期待着这

一天早些到来吧。

希望不会转嫁收费形式

今日头条网友“谢国华”：怎么算怎么用

都还是那么多钱，换一个项目收钱而已，民

众又没办法，运营商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是希望不要转嫁

成其他收费形式才好。

@期待未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运营商

不会让大家占便宜的，会变相采取其他方式

来套你。取消漫游费也许给他们带来更大

的利润！如果取消漫游费，增加其他费用，

吃亏的还是客户，我希望取消套餐费，拨打

长途 1 角，打多少扣多少钱，这才是为民，少

来点忽悠。

流量费也取消省内省外吧

大河网网友“肤黄岱宗”：希望三大运营

商真正地让利于百姓，不要“葱上没油，蒜上

报酬”。中国社会经济在不断地发展，需要

垄断企业做出更多贡献，要想方设法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多优惠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而不是想着多搜刮老百姓几毛钱。

@九鸟神鹰：其实取消长途漫游费没实

质意义，现在有几个打电话的，都用微信或

视频聊天，应该把流量统一为国内流量才正

点，希望流量费也取消省内省外吧。

手机资费会更便宜吗

三大运营商将取消漫游费，那么，普通
百姓的手机资费会更便宜吗？对此，大河网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路人，大家普遍表示，
漫游费取消是好事，但未必手机资费一定会
下降。郑州市民王磊说，现在是流量时代，
如果流量也能省内省外一个样，那才是真正
的利国利民。

作为一家运营商的代办商，郑州市民
郑先生说，以前移动本地通话费是每分钟
0.15元，漫游费 0.4元，取消漫游费，从某种
意义上讲，异地打电话确实是费用下降
了。但是，取消漫游费的同时，提高了几分
钱的通话费，这部分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
的。郑先生说，取消漫游费实际上对“大套
餐”客户影响不大，但是提高通话费用，对

“小套餐”客户影响不小。对于手机资费是
否会下降，郑先生说，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
自己的话费清单，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
察。郑先生也提及流量费问题，他表示，省
外流量费一般是省内流量费的一倍左右，
显然，省内省外流量费统一是民众非常期

待的一件事。

运营商经营模式的转型
任广乾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博士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流量
业务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语音业务收
入，漫游成本也在下降，长途漫游费的取消
乃是大势所趋。

自 2015年以来，李克强总理频频要求
“提速降费”，取消漫游费就是“提速降费”的
一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多年来
对电信运营商的不满情绪。工信部曾多次
呼吁运营商改革，可以说，长途漫游费的取
消是电信运营商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性
的尝试，也是运营商经营模式的一次转型。
但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保证一种“平衡”，使
公众利益与运营商利益、公众需求与运营商
服务达到一个综合的平衡状态。

作为央企的三大运营商，在其未来的发
展中，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顺应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潮流，以“用户思维”为出
发点，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真正做到

“让利于民，还利于民”。同时，运营商还要
尽可能使公众消费透明化，让用户明确知晓
自己的消费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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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长途漫游费，三大电信运营商确定时间表。网友——

期待流量费也能省内省外一样

□隔山

违规检查 2 小时，只为贪占小便宜。近日，福建

省长泰县纪委立案查处了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两名

干部侵占群众利益的违纪问题。（8月22日 澎湃网）
作为卫生监督执法干部在不出示执法证的情况

下，穿着制服堂而皇之地到面包店进行检查，还白吃

白喝店里的面包牛奶，其行为与社会上那些吃“霸王

餐”的何异。从从严治党角度来说，假借检查之名白

吃白喝看似小打小闹，其实质与贪腐无异。

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角度来说，卫生监督检查应

有其特定内容，就本事件而言，对面包店食品卫生许

可证、员工健康证等证件的检查是职责范围，而对于

工商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工商营业执照的检查显然

有越权之嫌。退一步来说，即便是依法正常开展检

查，其执法证件手续也齐全，但也应严格按照检查程

序办，倘若检查中对面包店里的食品有所质疑，那也

应是取样带回化验，而不是用自己的嘴和胃来鉴定

食品是否卫生安全。更不是白吃白喝，甚至是把检

查当作蹭吃。无偿食用面包店的酸奶及面包等物达

到 58.5 元，这哪里还是检查，分明就是吃了一顿免费

而丰盛的早餐。

白吃白喝，这在普通老百姓都几乎不可能做出的

事，居然发生在两名干部身上，这何止是有失自身的

干部身份，损害的何止是干部形象。看似贪占小便

宜，实则是侵害群众利益，典型的贪腐初期症状，从

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例看，有多少的腐败分子不是从

早期的“蝼蚁”变成“苍蝇”，然后再变成“老虎”的？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小贪最后变大腐，说明腐

败没有大小之分，今天借权力拿两个苹果，吃点面

包，喝点牛奶，明天或就会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借

检查之名白吃白喝，暴露的不仅是干部低下的道德

素质，也暴露出党性修养的缺乏。

因此，笔者认为，该事件给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做

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提出了更深的思

考。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记者 刘高雅

近日，为震慑骑电动车闯红灯行为，三亚交警成立
小分队，在发现、锁定闯红灯违法行为人后，警方将上
门播放电动车、摩托车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视频，组
织其家人、同事集中学习交规(如图）。“一人闯红灯，全
家学交规”的做法是否欠妥？8月21日，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转发此内容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认为，犯错的是个人，全家跟着学交规，不
合理也不合法。网友“吾名心迹”表示，当事人接受批
评教育没错，无辜之人也必须一起学？宣传交规有必
要，但推广的同时，任何不相关的人都不应接受惩戒式
强制教育。硬被扯入，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法。网友

“别碰那个梦”说，“此举不合适，我要是忙了一天累得
要死，交警突然上门让我学交规，情绪就会非常抵触。
毕竟我是遵守交规的好公民，他人不遵守交规与我何
干？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接受教育？交警又有何依据要
求我陪同学习？对家人和同事的宣传教育应本着自愿
原则，不可强制，否则即是滥用权力。”网友“雨晴姑娘”
表示，法律的红灯也请交警勿闯，对私权领域的介入必
须谨慎，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对违章者家属连带教育属
侵权。

也有网友认为，把这样的教育当作一次免费学习
交规的机会也挺好的。网友“会叫的喵”说，“全家跟着
学交规，没有什么危害啊！又不是惩罚，要是人人都遵
守交规，也不会出这种规定。如果大人违规，有可能会
带坏小孩，如果小孩违规，有可能是大人教育没到位，
一家人共同学习交规知识，才能全面纠错啊！”网友“城
市飘虫”表示，早就该这样执行了，交通法规需刻在每
个人心中，但不能只针对电动车和摩托车，对待开车喜
欢打远光灯的，也应该这样教育。网友“绿竹芳树”认
为，此举值得推广，这不是处罚，这是教育，免费学习还
不好吗？至少能帮我们认识违反交规的严重性，一切
都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微信圈

“一人闯红灯，全家学交规”，

三亚交警做法引争议——

法律有红灯 交警勿闯

借检查白吃喝是贪腐

大河网评

一男子8年考公务员62次终于梦想成真，网友：

“公考”年年有 梦想需坚持更要理性

14│焦点网谈

□大河网记者 申华

近日，某公务员考试论坛内一则“一男
子 8年考公务员 62次”的帖子引发网友关
注。据媒体8月17日报道，8月1日，已通过
浙北某市基层法检岗位面试的男子孙海岩，
把自己的公考经历分享到了一个公务员考
试论坛，今年5月20日他以浙江省第1名的
成绩，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公务员梦想。
8年间，他经历了62次公务员考试。孙海岩
说，从小就喜欢公务员，当公务员是他的信
仰，坚持自己的信仰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
此事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坚持就是胜利，社会需要信仰

大河网网友“一朵烟花”：说实话，很佩

服这种人，他坚持到底的精神很可贵，尤其

是在当下，做事情能持之以恒的人太少了。

为他点赞！

@棉花糖：有梦想并为之奋斗，这种经

历应该在他一生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有

目标，有理想，能坚持，值得敬佩！希望他能

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我。

不当公务员也能为人民服务

@金色阳光：人生能有几个 8 年？如果

一条路走不通，可以换个方式换种思路，“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除了公务员以外，

还有很多职业可供选择啊！

大河网网友“小确幸”：能为人民服务的

不只是公务员，我觉得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职业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事，不管在哪里、

从事什么，都能实现个人价值。

不跟风“公考热”，理性选择职业

大河网网友“山石”：“公考”年年有，劝

大家根据自身情况择业，不要盲目跟风，毕

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公务员。

@柳树春风：社会上还有很多职业需要

人才，总不能人人都去当公务员吧？最主要

是看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职

业。

比放弃更可怕的是遗憾

大河网网友“秋水”：我目前在黄委会
系统内的一个地方河务局工作，我的公务
员考试历经三年，其中 3 次省考，3 次国
考。很幸运，最终在研究生毕业前考上，总
算不用为找工作发愁，其中也付出了很多，
特别是临毕业那一年，我一边跟着同学投
递简历、奔走应聘找工作，一边还要稳住心
神备战公考。上网课，起早贪黑做行测题、

背申论……天道酬勤，我终于第一次入围
笔试。父母为了支持我，拿出辛苦积攒的两
万块钱为我报了专业的公务员面试辅导班，
并且给我当陪练反复练习面试问答。当我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现在的单位录取之
后，我和父母相拥喜极而泣。在考公务员的
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在支撑我一次又一次考
下去，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并不是什么

“官本位”思想在驱使，只是不想自己多年的
努力白费，因为比放弃更折磨人的是遗憾。

认清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河网网友“流水细绢”：我大学毕业
之后，曾经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专注公务员
考试，国考、省考和我家当地的事业单位考
试参加了很多，但都没有结果。一年间我
付出了报名费、培训费、交通住宿费和大量
的复习精力，同时失去的还有经济学上所
说的机会成本。于是在公考一年无果之
后，我选择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媒体工
作。在参加工作的短短几年之内，我的人
生阅历得到了极大丰富，走了很多地方，采
访了不同的人物，亲历了很多新闻事件，也
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了很多人……回头想
想，当公务员未必适合我。在现在的工作
岗位上“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对我来
说也许可以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我很庆
幸，当初能及时认清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
发展方向。

考量自身选职业，不盲目跟风

8月 21日，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院长刘英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公考热”在中国有很深厚的社会土壤，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公务员这条路。
近几年来，公考大军的迅速壮大，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逐年攀升的就业压力，当公务员是
很多人选择的就业出路。其次，中国长期以
来存在着“官本位”思想，很多人持有这样的
观念，认为当公务员是体面的工作。

刘英基表示，不提倡每个人都去报考公
务员。第一，对于有英气、有冲劲的、有职业
潜力和专业技术的年轻人，公务员大多是日
常性、执行性的工作内容，并不适合这些人
去做。第二，公务员队伍整体呈“金字塔”形
状，个人提升空间不大，未来发展前景并不
明显。第三，从本质上来讲，政府只是一个
服务机构，真正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是
企业。最好的人才资源更应该流向科研领
域，或者从事医生、律师等专业技术行业，而
不要单一流向政府机关。因此，刘英基说，
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不建议大
家盲目跟风“公考热”。人生可以有很多不
一样的选择，实现人生价值不只有那一条
路，建议年轻人在择业时综合考量自身因
素，选对路，不盲目跟风。

8月20日，淮阳弦歌台广场琴瑟悠悠、钟鼓齐鸣，千名学子聚集在孔子像下，亲历一场传统的中华成人礼。由
大河网联合淮阳县委宣传部、县旅游局主办的“羲皇故都 水城淮阳2016年中华成人礼”活动在弦歌台景区隆重启
动，这是淮阳荷花节期间的又一次有意义的盛会。千名学子身着汉服，习古法、行汉礼，用传统的“成人礼”仪式庄
严宣告成年，激励他们心怀感恩、发愤图强成就自我。（郭莹莹 李昊阳）

记者调查
专家观点

网聚观点

网友故事

专家观点

习古法 行汉礼 我们成年啦

眼遇·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