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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虽说“野蛮收费”屡见不鲜，但总

有一些能让人“耳目一新”。最近，家

住郑州商都路一小区居民反映，几天

前，他们小区物业为逼迫业主买停车

位，实施一则“新政”：没有购买车位

的车辆进入小区需交费，每小时 20

元。照此，一夜停车费可达200元，堪

比“吃罚单”。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解

释说，此举是“通过收费的方法来阻

止业主在地面停车”。（见11月28日

《大河报》）
此前，郑州金林公馆、曼哈顿等小

区，也曾实行停车位“只售不租”或骤

然抬高停车费用标准。新闻中这家小

区的做法，大家基本上心知肚明——

以高停车费的手段，逼迫业主购买停

车位。且不说根据2014年出台的《郑

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物业

无权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针对

停在小区公共路面的车辆收取停车

费，也不说“每小时20元”的收费标准

有明显的报复、胁迫嫌疑，单说物业

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就让人觉得非常

荒诞，富有讽刺意味。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物业服务

公司“接受业主的委托，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对特定

区域内的物业实行专业化管理并获

得相应报酬”。其主要义务之一，就

是“重大的管理措施应当提交业主委

员会审议，并经业主委员会认可”。

说白了，物业公司的“老板”应该是业

主，负责对象、服务对象也应该是业

主。为业主服务，可以说是物业公司

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应该是其一以贯

之的“初心”。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三条明

确说明，“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

务企业。”但是，揆诸现实，有多少小

区的业主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

选择物业服务公司？往往是开发商

交房的时候，像手机套餐一样给业主

“捆绑”一家物业公司。笔者不知道

新闻中的这家小区，其物业公司与开

发商是怎么样的关系，但是一个普遍

现实就是，原本应该为业主服务的物

业公司，却跟开发商穿一条裤子，成

为开发商的“牵线木偶”，而与业主

“同床异梦”，每每在漠视业主权益的

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宗旨，忘记了自

己的本分。

如果业主们觉得物业公司服务

不好，想撤换的话，将面对一场旷日

持久、劳心劳力、前途渺茫的斗争，

况且郑州小区成立业委会的凤毛麟

角，绝大部分小区的业委会要么不

存在，要么是一直在“筹备”，造成了

业主在物业公司面前的绝对弱势地

位。就像你家请了一位保姆，保姆

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你服务，反而

跟外人合起伙来欺负你，而你居然

还无法将其辞退，这几乎就是业主

们普遍的尴尬处境。

平时，偶有所闻某某小区是业委

会自己聘请物业公司，或者是业委

会直接经营小区物业，一般都服务

好、收费低，没那么多闹心的事情，

让人顿生羡慕之心。《武汉市物业

管理条例》规定，“业主要求承租车

位、车库的，建设单位应当出租，不

得只售不租。违反规定者，由县

（市、区）物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这样的规定，对于这样的政策

“撑腰”，郑州的业主们恐怕更是艳

羡不已了。8

□薛迎辉

2017年度国考笔试刚落下帷幕，

考生们便开始吐槽试题刁钻，申论“还

很水”。148万多人竞争2.7万个职位，

最热岗位甚至达到“万里挑一”，刷新

历史纪录。因为是新版《公务员考试

录用违纪违规处理办法》实施后的首

次国考，也被一些媒体称为“最严国

考”。不禁要问一句：“最严国考”真的

严吗，有无必要呢？

本次国考之所以号称“最严国

考”，主要是公考新规规定，对有严重

违纪违规行为的报考者取消本次报考

资格、不予录用，并记入公务员考试录

用诚信档案库，视情形记录 5 年或者

长期记录。特别严重者，或将永远不

许进入公务员队伍。

从古今中外来看，“最严国考”并

不算严。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一旦

查获作弊行为，常常受到严厉的惩罚，

甚至被处以酷刑。即使进入现代文明

社会之后，一些欧美国家对于考试作

弊者，轻则依法处罚，重则追究刑事责

任。比如在英国法律中，替考行为属

于诈骗罪范畴；在美国，曾经有中国公

民因涉嫌替考被起诉。

从违 纪 违 规 者 的 失 信 成 本 来

看，国考确实更严了；但对于那些遵

规守纪的报考者而言，还是一样的

国考。只要准备充分，国考就是一

场公平竞争的考试，所谓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最严国考”让有知识有

能力者得到发挥，让偷懒作弊者付

出失信代价，很好地避免了“劣币驱

逐良币”效应。

尽管严厉，“最严国考”却有其

必要性。国考作为国家级重大考试，

担负着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重任，

更要杜绝考试作弊，对国家和人民负

责。对个人来说，“最严国考”也是有

利无害。受“学而优则仕”文化传统的

影响，长辈对晚辈光耀门楣的期待，就

是获取某个政治身份。尽管考上公务

员并不意味着做官，但还是给公众提

供了想象的空间，很容易产生“一考定

终身”想法。然而遵纪守法是公务员

的基本职业素养和要求，“最严国考”

恰恰给这些“准公务员”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法制纪律课。否则，那些投机取

巧之人，即便进入公务员队伍，日后也

可能触犯国法党纪。

国考不妨严格些，不仅是在营造

一个公平竞争的考试环境，更是对准

公务员们的一次“诚信大考”。公考新

规，将考生违规违纪记录个人诚信档

案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应该

“最严”的考试绝不仅是国考，也不仅

要针对参加国考的准公务员们。人无

信则不立，随着法治社会和诚信社会

的推进，无论是在真实的考场上，还是

在人生的“考场”上，法律和纪律不可

突破，诚信更不可须臾离之。8

物业公司不能忘了本分
为业主服务，是物业公

司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应该

是其一以贯之的“初心”。

国考严些又何妨

工作用心才能赢得民心

安徽滁州定远县范岗乡宋府村54名村民联名写

下请愿书、按下红手印，只为留下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姜维锦。面对村里百姓的挽留，组织上的信任，姜维

锦经过慎重考虑，提出留任申请，与乡亲们一起再努

力奋斗三年。（见11月28日央广网）
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活动开展以来，绝大多数派驻

干部在脱贫攻坚、改善村庄面貌、发展农村产业经济

等方面的工作业绩有目共睹。事业都是干出来的，口

碑也是在干的过程中铸就的，正是因为姜维锦对工作

很用心，才出现了54名村民联名写下请愿书、按下红

手印，只为留下他的一段佳话。

“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不是花架子，更不是为干部

增添履历的“镀金秀场”，而是干实事、创实绩的“炼金

熔炉”。尽管大多数第一书记都能够忠于职守，但不

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人对这个重要岗位缺乏必要的

认知，存在“走读”现象，之前媒体对这类“村里干了两

三年，村委会成员都未认全”的干部已经有了精准画

像，也正因如此，云南、江西等地还专门出台了第一书

记工作不称职的召回制度，以此倒逼这些驻村干部担

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走读式”、“挂名式”的第一书记，不仅难以完成

上级交给的脱贫攻坚等任务，而且由于其敷衍塞责，

很容易让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想赢得

民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笔者相信，只有通过不断

完善选派考核机制，最大限度激发第一书记的干劲和

能量，组织资源方能最好地转化为扶贫资源，他们才

能更加用心工作，届时村民联名写下请愿书、按下红

手印挽留第一书记的事情才不会成为新闻。1

（樊树林）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网易的“互联网猪”近日在网上
拍卖，1元起拍，最终每头价格竟超过了10万元。为了证明该猪
肉的安全和品质，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表示，“会把养猪的过程直
播给大家看”。8 图/王铎

中岳观察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画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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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南京媒体报道了南京市多家电影院在原

定放映时间内强迫消费者观看广告的现象。近日，南

京市民戴女士向鼓楼区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要求影

院向其道歉、退票和支付精神赔偿金。（见11月28日
《扬子晚报》）

事实上，电影在正式放映之前过多过滥的片头广

告，早已让绝大多数观众忍无可忍，但多数人觉得通

过法律维权成本太高，最多就是私下吐槽一下了事。

但正因为如此，才让电影院插播广告变得更加肆无忌

惮。仅靠戴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单打独斗”，维权要有

成果确实很难，根据“新消法”赋予的省级以上消协组

织有帮助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希望全国省一

级有资格进行公益诉讼的消协组织，联合广大消费者

向这个不合理的潜规则进行公益诉讼，切实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8
（苑广阔）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向“看电影送广告”现象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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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军强
本报通讯员 王全良 金伟

近年来，光山县不断发力集聚区建
设，打造羽绒产业集群，实现了产业的
强势崛起，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完成
了从传统农区到产业名城的华丽转身。

光山县现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羽绒
材料集散地、羽绒服装加工基地和羽
绒制品销售中心，据光山县县长王建
平介绍，目前，光山拥有规模羽绒服装
企业62家，占地1平方公里的羽绒材
料大市场经营门店 500余家，现场充
绒户 1.2 万家，全县共有 15万人从事
羽绒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工作。年生
产销售羽绒服、棉服 4000万件以上，
年产值达 60亿元。现已形成以东方
心典服饰、寒羽尚服饰、光绒服饰等为
代表的服装加工企业，以阳光、鑫鑫、
鸿鑫等为代表的绒毛加工企业，以富
邦非织造布为代表的无纺布企业，以
布鲁哈、白鲨为代表的针布业构成的
纺织服装及羽毛（绒）加工为主导的全
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发展已具规模。

羽绒产业，已成为光山的一张亮
丽名片。

壮大集群 塑造产业名片

产业发展，优胜劣汰，只有不断提
高产业竞争力，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光山县大力培育和引进规模企
业，力促羽绒产业抱团发展，去年，新
规划建设了占地500亩的羽绒服装创
业园。将产业园区建成具有 12万平
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入驻 150家小型
标准化生产企业、年OEM代加工能力
达到1000万件的生产基地，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提供平台载体。以潢川

“华英鸭”羽毛为原料，建设年产5000
吨的优质羽绒加工基地。建设5个年
产1000吨的羽绒分拣、水洗及精加工

企业，专业生产含绒 80%以上的优质
羽绒，为做大做强羽绒产业提供优质
原料保障。

今年年初，光山县委、县政府创建
了羽绒企业创业中心，为入驻的小微
羽绒企业免费提供生产厂房。目前，
该中心已入驻5家服装加工企业，1家
家纺企业，12家羽绒电商企业，1家快
递公司，入驻企业已安装缝纫机位
600个，招录缝制技工650人，总投资
近5000万元，年计划生产服装100万
件，可实现产值2亿元。

为提升羽绒产业综合竞争力，光
山县通过绘制羽绒产业图谱，并不断
延链补链，培育壮大羽绒产业集群。

从羽绒原材料源头入手，加强与羽
绒原料产地合作，扩大鹅鸭标准化、规
模化养殖，不断拓展终端销售，实现了
从原辅材料—生产研发—电商销售—
速递物流的无缝对接、融合发展。

注重发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目
前，光山已发展羽绒辅料加工企业 7

家，其中光山富邦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年产无纺衬3000吨，河南顺祥差别化
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年产“三维中空纤
维”“仿羽绒”“仿羊绒”等填充物 4万
余吨，该公司年产 100万条仿蚕丝被
项目现已顺利投产。

光山县的雄心不止于要量的突
破，还要质的飞跃。近年来，光山县不
断致力拉升产业层次，提升品牌影响
力，培育打造了心典、寒羽尚、联心等
一系列省级名牌，“金鸳鸯”等老品牌
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

雅鹿，是中国十大服装品牌之一，
去年11月，该品牌在光山落地并成立
了运营中心，标志着光山羽绒产业已
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创新驱动 激发产业活力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年来，光山不断坚持创新驱动，

推动全领域、全行业协同创新，积极引

导企业服装制造设备升级换代，实现
个性及批量定制自动生产有机结合，
从硬件、设备、生产资源等“硬实力”逐
步向软件、服务、解决方案等“软实力”
提升，最终实现服务的智能化。

光山县借鉴“沙县小吃”的运营
模式，积极引导和推动全县 1.2 万家
现场充绒户向服装定制连锁经营转
型，按照“政府主导、部门牵头、企业
参与、订制户加盟”的原则，以申报的

“光山羽绒”地理商标为依托，打造统
一服装订制网络平台，统一标识，统
一门头，统一形象标准、材料供应和
统一售后服务管理的“五统一”服装
订制品牌，实现了由传统一家一户分
散经营向品牌连锁经营模式的转变，
由现场量身订制向运用CAD、互联网
技术的电商订制模式转变，由前店后
厂作坊式向前台后方模式转变，实现
了光山羽绒服装订制品牌化、规模化
发展。

县政府每年拿出100万元专项资
金与知名服装设计公司合作，开展新
品研发和推广应用，打造光山羽绒产
品设计研发基地。

通过成立羽绒服装设计研发推广
中心，选配专业人才，强化研发队伍，
与服装专业机构、院校合作，每年为光
山推出 100款羽绒服装新品，走新品
研发、新产品转化、新材料应用发展之
路；每年组织新品发布，按照专业时装

秀标准，办好每年的“光山羽绒服装新
品时装发布会暨中国电商羽绒服装流
行趋势发布会”和“光山杯”全国羽绒
服装设计大赛，引爆羽绒服装时尚潮
流。

此外，省级羽绒制品检验检测中
心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
将为光山打造羽绒品牌提供技术支持
和质量保障。

“互联网+” 助力产业腾飞

“互联网+”的发展战略，为传统产
业腾飞插上了信息化翅膀，光山依靠

“羽绒产业+电子商务”发展的路子，实
现了羽绒产业由传统经营到电商营销
的历史性嬗变。

光山县以首批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项目为契机，大力实施

“羽绒产业+电子商务”提升工程。建
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运行
体系，成立了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园，现
已入驻羽绒电商及相关配套企业 30
余家，并成功引进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入驻，羽绒服装已发展成为光山

“村淘”的主推产品。
成立了羽绒电商供货联盟协会。

由羽绒服装研发中心、10家生产企业、
50家羽绒电商及1家视觉制作公司联
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参与新款
服装的市场联销活动，此举既保证了

货源供应，也确保了产品质量，更把光
山的羽绒电商品牌推到了一个新的发
展高度。

集聚区通过不定期举办的“双创
活动”，激发创业创新活力、优化供给
结构、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增强羽绒产
业转型升级新动能，不断充实、提升光
山羽绒产业竞争新优势。

今年上半年，县政府投资建设了
“光绒网”，该运营平台的成功搭建，将
实现互联网+羽绒产业的融合互动式
发展。

建立了光山服装订单管理大数据
系统，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人才强则产业强，人才兴则产业
兴。

光山县委托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
羽绒服装和电商人才培训，扩大电商
队伍规模，提升电商队伍水平，每年培
训电商人才3000人次以上，为光山羽
绒产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如今的光
山，正以无限活力之姿，蓬勃向上，奋
力向前。

“未来，我们将继续抢抓机遇，大
力推进经济转型发展，用 3—5 年时
间，打造出百亿元的羽绒产业集群，把
光山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羽绒产业基
地，将光山打造成为全国有知名度的
羽绒产业之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光山县委书记刘勇信心满满。

光山:打造中国羽绒之都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前排右二）、市长尚朝阳（前排左二）在光山县委书记
刘勇（前排右一）、县长王建平（前排左一）陪同下，视察光山羽绒企业创业中心

光山县羽绒企业创业中心光山县寒羽尚服饰公司生产场景

2015年河南省羽绒产业大会在
光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