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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辉

国家旅游局12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在国家旅游局督

促下，2016年下半年，各地旅游部门启动了对4A级及以下景区的

集中复核检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完成对本地4A

级及以下景区检查，包括55家4A级景区在内的107家A级景区被

摘牌。

应该说，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范围上，此轮全国 A级景区

整治，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掀起一股“最严 A级景区

整治风”，凸显了国家在 A级景区管理上的严肃态度和强硬动

作。对促进各地 A级景区管理、提升 A级景区管理服务水平，

净化景区经营秩序，最大限度地惠及消费者，是一个利好，值得

肯定。

此次对全国范围在册管理的A级景区“动大手术”，甚至不

惜取消一些4A级景区的牌匾，整治力度确实不小。但同时要明

白，这是国家旅游局强力督促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对4A级及以下

旅游景区进行全面排查的结果，前提是，否则“将收回其4A级景

区评定管理权限”，“并停止受理其5A级景区申报”。可就是这

样，仍有省份未采取有效的整治行动。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虑，一些没有采取有效行动的省份，难

道他们那里的A级景区都经营管理得十分优秀,以至于没有需要

处理的 A级景区？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再进一步讲，对于一些已经处理、A级景区被降级的省份来说，

其中难道就没有被迫做出的罚一漏万、做做样子的可能？显然，

就一些地方景区经营乱象而言，以及一些地方的实际处理对象

和范围来看，其与人们的期待应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即便此次公布的所谓经营不合格景区，是全部的应该被查

处的不合格A级景区，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处理不到位问题。因

为就现有的信息来看，这些被处理的不合格的景区，只有被摘

牌、罚款、责令改正等处罚，并没有类似门票相应降价的动作。

既然被摘牌，也就说明其在服务质量等方面，与相应的A级级别

不相适应，与相应门票价格和收费服务水平不相适应，理应同时

降低门票价格。

如果说摘牌是为了“刮骨”，那接下来还必须有“疗毒”的具

体动作。需要追问的是，相关地方景区被摘牌处理了，其票价

会降吗？如果不合格景区被“摘牌惩戒”后，景区的门票价格等

不受影响，其惩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并不能从根本上推

动这些景区真正反思和整改，对提升景区服务水平等并无太大

益处。而这些，与有关方面强力推进A级景区检查的初衷，是不

相符的。

既然迈出了严管第一步，就要持续下去，而不是做做样子、半

途而废。只有这样，我们再处理不合格A级景区时才会更有威力，

景区管理服务水平才会持续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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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规规矩矩地做人，坚守
着做事不触红线、走路不闯红灯的原则。
然而没想到的是，年近六十退二线，赋闲郑
州，在省会郑州郑汴路与中州大道交会处
的立交桥下，我却多次闯了红灯。

不是我要自坏章程，违反交通法，而是出
于无奈。这里是不是全市人流车流最多的地
方，我不知道，但我有过数次依规而行，十五分
钟以上过不了路口的经历。我两眼盯着红绿
灯，本想“红灯停、绿灯行”，踩着斑马线过路。
可是，我错了。斑马线上塞满了大小车辆，倘若
没有几分不要命的精神，你是过不去路口的。

干脆让忙人先走！遇到红灯时，我只
好站着。可绿灯时我仍然无法迈步。数次
失败后，我学乖了，只好随大流，让人、车裹
挟着自己过马路。什么红灯、绿灯，管不了
那么多了！

多次这样走过，我少了战战兢兢，多了

随遇而安，但自己的心里却在隐隐作痛。
高楼林立的省会，衣着光鲜的人群，川流不
息的车辆，与这横冲直闯的粗野相反衬，是
多么不协调啊！

我实在憋不住，对正在执勤的交警说：
“同志，您能不能管管，不让机动车占压斑马
线！”可是他回答说：“小事、小事。你没看我正
在忙吗！”是，这是小事。啥是大事？难道出了
交通事故才算大事？我很没趣，也很无奈。

我仍然每天从这里经过，步行或推着自
行车。你走我也走，无奈随大流。斑马线上
仍然塞满了机动车。红绿灯仍在不断变换，
却无法有效地指挥匆忙焦急的人群。

为此，我曾给郑州的市长热线打过电
话，可是无人接听；我也曾给交警总队写过
信，但却石沉大海。这里依然……珍贵的斑
马线啊，何时能让我光明正大、规规矩矩地从
这里走一回！3 （新乡市退休干部 老范）

我们是辉县市常村镇侯家坡村的村
民，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我们自
2011年6月由淅川县搬迁至此。为了让我
们能够安居乐业，辉县市委、市政府及常村
镇党委、政府，实施了一些富民政策，引进
了一些投资项目，包括建设蔬菜基地、养殖
场、饺子厂等。对此，村民无不充满了感
激。可是，这些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蔬菜基地建设资金来自国家专项扶
持资金和移民项目款等，基地建成后统
一种植韭菜，由于销路不畅，村民们盈亏
参半，有的甚至损失严重。种植之初承
诺的饺子厂统一保护价收购，根本无法兑
现。到 2013 年底，许多承包户陆续将韭
菜毁掉改种其他作物，如今蔬菜基地已经

有名无实。2011年，村里用移民扶持项目
款建了养殖场，由于养殖环境差，管理水
平低，缺水少饲，养殖场建成后，前期只有
3家养殖户，现今剩下2户，年养殖规模仅
为 300 余头，养殖场的大部分场地被闲
置。饺子厂是村里的引资项目，每年只向
村委会缴纳耕地占用费，由于效益平平，
吸纳劳动力就业不足，全村只有几人在厂
里务工。到目前为止，全村的贫困现象依
然比较普遍。

为此，村民们呼吁：请上级党委、政府
为侯家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或“扶贫
干部”，做好村里的扶贫开发引领指导工
作。同时帮助选好精准对路的扶贫项目，
从而使村民们尽快脱贫致富。3

初冬季节，片片黄叶随风飘落。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落叶该往哪里去？是集中清扫，按生活垃圾处理，还是图方便
一烧了之？如何安置这些落叶，成为困扰我们城市的问题之
一。

多年以来，许多地方沿袭着集中焚烧的老办法。这样做，
落叶虽然没有了，看似简单省事，实则害处很多：严重污染空
气，危害人体健康，影响市容。不让烧落叶，落叶该咋处置
呢？其实，清除城市落叶，并不只有一烧了之这一条“路”。“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叶也一样，是自然生物
链的重要一环，是生态循环系统的重要参与者。曾有环保协
会探索“落叶归根”的办法——由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将一
袋装满树叶的垃圾倒进坑内，并用铁锨铺平，拣出纸袋、塑料
等杂物。20天之后，树叶沤成有机肥，可挖出使用。

在一些“审美家”眼中，城市的落叶还有其他用途。街头
一夜之间铺满金黄色、墨绿色、深红色的落叶，五彩斑斓，宛如
一幅多彩油画。如果我们把落叶当作美化环境的一种资源，
专门辟出部分街道建成“落叶景观大道”或“落叶景观小区”也
无不可，环卫工人不用再清扫落叶，而只是清理纸屑、塑料袋
等垃圾杂物，可以在喧闹中留存一份回归自然的情趣。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如何对待城市落叶，考验
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愿大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念，多想些办法，与“一烧了之”挥手作别，为落叶觅到新
去处。3 （盛会）

这几天，笔者走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在许多医院、商场、车站、地铁出入口
处，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等待拉客的二轮、三轮摩的。这些摩的，有的在行驶中
随意变道，有的突然调头行驶，有的在人群里横冲直撞。由于许多摩的驾驶者不
能遵守交通规则，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加剧道路交通拥堵，个别摩的司机对外地
乘客漫天要价，损害了省会郑州的城市形象。为此笔者呼吁：管一管街头乱窜的
摩的。3 吴贤德 摄

管一管郑州街头乱窜的摩的

期盼扶贫项目精准对路

我在省城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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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巾豪

全班许多同学离奇被报名

12月1日晚，河南师范大学2012级法
律系毕业生张艳（化名）接到大学舍友的来
电，说班里多名同学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报
考了2016年的河南省公务员考试。

随后，张艳登录报名网站查看，发现已
经是在职公务员的自己也被报名了，“除了
身份证号和照片是自己的，其他信息全是虚
假的。甚至工作经历、毕业学校都是假的，
报考的岗位显示为焦作市人民检察院。”

与同学张艳的遭遇一样，压根没有报
考今年河南省公务员考试的李伟（化名），
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新乡和
焦作的报名系统中。

对信息被盗用情况进行过粗略统计的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截至 12月 4日，班里
有30多名同学的信息被泄露，因此受到严
重影响的有5人。

李霞（化名）就是 5人之一，她毕业后
在外省从事法律工作，去年报考了新乡市
的公务员，没有考上，她本想借这次机会再
考，但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自己连报名都没
有通过。

“我原以为自己不符合条件，从同学微
信群里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再次查验才发
现自己的信息被人盗用，网上显示自己报
考了新乡市某单位。因为这个，我可能会
错失今年的报名考试。”李霞焦急地说。

据了解，本次公务员报考于 11月 26

日到12月 2日期间进行资格初审，审核通
过的考生无法再报考其他职位，河南省公
务员考试报名系统也已于12月3日下午5
点30分关闭，那么这些被报名的同学还有
机会参加招考吗？

对此，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务员科工作人员建议：考生如果发现自
己的个人信息被盗用，应该第一时间报案，
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如果公安机关查明
信息确实被盗用，则由本人带上处理结果
和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等原件到现场报
名进行纠正。

盗用信息为了虚高报名人数

那么，这么多考生的信息到底是从
哪个环节泄露出去的呢？采访中，新乡
市公务员报考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此前
从未发现类似的信息泄露事件。今年有
两个考生反映了这个情况，而且两人都
是河南师范大学 2012级法律系的学生。

该工作人员介绍，从公务员报考环节
看，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报考人员的
重要信息，审核人员是看不到的，因此从
报名的地方泄露考生信息是不可能的。

12 月 7 日，记者联系到河南师范大
学 2012 级法律系毕业班的辅导员。他
告诉记者，泄露同学个人信息的原因已
经初步查明，嫌疑人是该班的一名班干
部，其利用自己可以接触到毕业生信息
的便利，将该班 20名左右同学的个人信
息外泄。目前，被报考焦作公务员的一
位同学，已经通过现场纠正完成了报

名。对于其他因此受到影响的同学，有
关部门也都在调查处理中。

通过查询核对，同学们发现被报考
的职位，多集中于新乡和焦作的三个职
位、鹤壁市的两个职位，均是法律相关职
位。而盗用同学信息的动机，主要是为
了刷高报考人数，造成报名人数虚高、职
位竞争激烈的假象。

据介绍，在公务员报名期间，相关机
构每天都会在网上更新报考部门、报考
职位的报考人数，作为考生报考比例的
一个重要参考。别有用心的人就钻了这
个空子，借机盗用别人的信息集中报考
某几个职位，以减少自己的竞争压力。

“盗用他人信息的人，并不是想冒名
顶替，而是想利用他人信息报考与自己
相同的职位，从而给别人造成一种假象，
让别人误以为这一岗位报名的人很多，
从而放弃报考，等于以此变相减少与其
本人竞争的对手。”张艳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盗用信息报名较
为集中的两个单位分别为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焦作市人民检察院，两个单位
的计划招考人数分别为 12人和 4人。11
月 29 日，在焦作市人事考务中心公布的
2016 年报名人数汇总表上显示，审核通
过人数分别是 75 人和 37 人。而 12 月 6
日更新的汇总表显示，两个部门的最终
实际交费报考人数分别为48人和 5人。

期待完善报考制度加强监管

依据相关规定，省考考生在报考时不

允许一人报考多个职位，并且在职公务员也
不能参与报名。可是，记者调查发现，此次
被报名的毕业生信息大多出现了一人报考
多地的多个职位、在职公务员也被报名的现
象。

据公务员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只负责审核个人信息，只要这些信
息符合要求，就可以审核通过。而对于
报考人是否是本人则无从查实，只能等
到面试环节，查验资料原件时才能进行
核对。

还有，目前河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
系统尚未实现各地联网，省直的管省直，
各地市的管各地市，因此，报考信息一人
多投的情况很难查证。“但是，最终考生
只能持有效证件参加一个地方的考试。”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公务员
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五
条明确规定，报考者有恶意注册报名信
息，扰乱报名秩序的，由相关部门给予其
取消本次报考资格的处理，并记入公务
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五
年。

“每个考生在报名时须签订诚信承
诺书，保证个人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准确
无误、真实有效，若出现问题需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新乡市一位公务员招考工
作人员说。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完善报考系统和
监管流程，实现所有考生信息全省范围内
的联网，堵塞公务员招考中的制度漏洞，让
考生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参与竞争，这是
每一位考生的愿望。”张艳告诉记者。3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相关规定，在洛阳新区中央商务
区规划建设办公室的见证下，洛阳天明置
业有限公司将坐落于洛阳新区伊滨区光武
大道（原开拓大道）以西、规划路以东、规划
路以北、吉庆路以南的天明国际中心B-05
（天明公司办公楼）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和开
发建设权及在建工程所有权，转让给洛阳
国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前具体情况：原土地使用权人为
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土地证号为洛市
国用（2012）第 05007976 号，证载坐落位
置为洛阳新区伊滨区开拓大道以西、规划
路以东、规划路以北、吉庆路以南，证载地
类 为 商 务 金 融 用 地 ，证 载 地 号 为
410305012001077；该土地上已建设单体
楼一栋，主体已封顶，施工许可证号为
2014-139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洛
房商预字第Y14-198号；该地块上另有天
明国际中心项目钢构售楼部一栋及临建设
施若干；现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开发建
设权及在建工程所有权已全部转让至洛阳
国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承诺：转让标
的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和纠纷，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情形，不存在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
资，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具有对转让标
的完全处置权利，本次转让不涉及债权债
务转移。

现对本次转让标的征询异议，特此公
示；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
对本公示所列内容有异议的，请将书面意
见反馈至公示单位；逾期视为无异议。

公示时间：
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6月7日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洛阳国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9-80880981
联系人：夏德军
联系单位：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9-65199993
联系人：闫会娟

洛阳国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食品经营处
国有产权二次转让公告

受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食品经营处的
委托，经驿城区政府批准，驻马店市驿城区
水屯食品经营处国有产权公开向社会挂牌
转让，意向受让方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带有关证件到驻马店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咨询详情并办理受让申请。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食品经营处于

2014年9月2日经市驿城区政府批准进入
改制程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2015年4
月7日经驿城区政府批准同意该企业位于
驻新公路南侧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食品经
营处国有产权进行公开转让。该经营处土
地证号驿城区国用（2007）字第 792号，证
载面积15818.4平方米。经驻马店市城乡
规划局驿城区分局（驻驿规函[2016]6号）
制定用地规划条件，规划用地面积为
10407.13平方米，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二、转让标的评估备案
经驻马店光大资产评估事务所（驻光

大资评报字（2016）第39-1号）评估，该企
业资产评估价值为-1374598.97元；经驻

马店市金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驻金鼎
（2016）【估】字第59号）评估，该地块土地
面积10407.13㎡，总地价8003083元。

资产评估结果已经驻马店市驿城区财
政局备案。挂牌价803万元。

三、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应为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购买
转让标的支付能力；3.报名时，带有关资料证
明和缴纳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不成交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并接受资格审查。
四、在公告期内，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合格

意向受让方，采取拍卖的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特别提示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食品经营处土地

已于2010年 5月 27日与米德龙签订承包
协议书，承包期限为40年。

联系电话：0396-2609282
联系人：李女士
地址：驻马店市文明路1388号

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12月 9日

近日，周口项城市供电公司总经理黄缙深入项城市贾岭镇部分中心村
施工改造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和安全措施执行情况，督促施工单位在确保施
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确保施工进度，为迎峰度冬做好供电保障。

今年农配网升级改造任务重、时间紧，进入冬季后，寒冷、雨雪天气增
多，施工难度加大，安全风险增多，项城市公司通过强化冬季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严格执行“四措一案”和“两票三制”，做
好施工风险防范工作，确保冬季施工安全；严格工程工艺质量管理，加强工
程质量监督，严把工程设计关、材料质量关等各项关口，确保工程质量；及时
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抢抓天时，确保工程进度和如期完工。（朱培波）

“三确保”做好农配网升级改造

为关爱空巢老人，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
办事处采取三项措施做好空巢老人关爱工作。一是加强领导，建立服务队
伍。成立由包村负责人为组长的关爱空巢老人工作领导小组，在7个行政
村建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站，实施居家养老服务。二是造册登记，做好排查
摸底。对辖区内空巢老人进行造册登记，全面掌握辖区空巢老人的各项信
息。三是提供健康保健服务平台。依托辖区医院，每季度开展一次老年健
康保健知识宣传活动，对空巢老人进行保健咨询志愿服务。 （录雅）

三举措做好空巢老人关爱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