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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2月27日《新京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违反规定排放
有毒物质等，将被从重处罚。8 图/吴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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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中国慈善联合会 26 日在京发布的第四届中国

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全国 200

多个城市中，北京的公益慈善综合指数最高，上海、

南京紧随其后。（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是有温度的指数，从慈善的

角度折射出城市的“软实力”所在。它不仅反映着城

市的慈善水平，而且体现着市民相互之间的融洽程

度、城市的包容程度等。更重要的是，公益慈善指数

散发着向上向善的光芒，传递着暖人心的温度。而

公益慈善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必然是一个“软环

境”优良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投资兴业会更加舒

心如意。凡此种种，会让城市发展后劲更足、活力更

强，城市向更高层次发展将有一个好的基础。8

（桑胜高）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12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

改委正式下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

规划》，明确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河

南在崛起振兴的征程中又一次牢牢把握住了

历史重大机遇。

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

强、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最大的城市代表，是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性

重要影响并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

城市。国家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充

分说明郑州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

重，但并不代表目前郑州已完全具备国家中

心城市的功能与作用，我们亟须努力改进的

地方还有很多。

当前来看，郑州尤须补齐创新这块短

板。国家中心城市应具备的发展特征，主要有

五条：一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

枢；二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三是

国家科教、文化、创新中心；四是具有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五是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

强的“塔尖城市”。郑州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

非常明显，继北上广之后，第二批跻身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

枢纽地位牢不可破，这是我们最大的长板，而

科教、文化、创新等资源略显不足，尤其是创新

能力偏弱，已成为影响郑州乃至全省发展的一

大桎梏，郑州要当得起“国字号”城市美誉，就

必须在创新上求突破。

短板究竟有多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

新之源，我们的 211 大学只有一所，985 院校

一所也没有，全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加起来只有 24 家，而湖北是 45

家，山东是 56 家；企业是创新主体，高新技术

企业，全省仅有 1353 家，湖北、安徽、湖南三

个省分别有 3300 家、3157 家、2168 家。其中

郑州高新技术企业 185 家，而武汉，光一个东

湖高新区就有 1063家，合肥高新区是 460家，

济南高新区是 271 家；技术交易总额，去年全

省 41.6 亿元，而湖北是 602 亿，安徽 170 亿，

湖南 105 亿……

一连串冰冷的数字，并非为“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这一重大利好消息泼冷水，事实

上，这些年郑州的发展可圈可点，成就有目共

睹，不仅本地人觉得自豪，即便笔者，作为一

名客居河南十多年的外乡人，也为城市的日

益兴荣感到骄傲。每一座入选建设的国家中

心城市，都或多或少存在各自的短板，正视问

题，应对挑战，才能在新一轮发展大潮中脱颖

而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是补齐

创新短板的有效载体。要打好开放这张牌，开

放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客观要求，

也是应对本土创新资源不足的现实选择，我们

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聚天下英才为中原所

用；下好改革这步棋，破除体制障碍，通过体制

的改革来激发人才活力，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

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志不大者智不达。披上“国字号”战袍，就

必须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跻身国际

竞争领域、代表国家形象。中国郑州，将以更

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更强烈的责任感，

开放创新、锐意发展，让时代见证，让岁月检阅

一座国家中心城市的昂首崛起！8

□冯军福

商家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就像“双

11”演变成“光棍节”“狂欢节”一样，中国

人在“平安夜”这个节日创造性地发明了

吃苹果的习俗。本来就有点无厘头，但

苹果不仅成了节日必需品，价格还贵得

离谱。12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的一超

市内，一组 3个苹果标价 39888 元，惊呆

所有顾客。这 3个比 iPhone7都贵的“天

价苹果”产自日本，品名为艺术绘图苹

果，每个苹果个头比普通苹果大 3～4

倍，表面分别有“龙”“虎”“鹰”图案。

无独有偶，最近天后王菲的“天价

演唱会”也让不少歌迷很“受伤”。这个

仅此一场的演唱会，此前宣称门票开售

30秒内便已售罄，有的甚至被“黄牛”爆

炒到几十万一张。但随后便有消息爆

出，眼看就要开唱，还有大量门票囤积在

二级票务市场卖不出去。好好的一场演

唱会，生生让主办方搞砸了！

如今，借着节日、趁着人气抬高产品

价格，推出“天价商品”，成了不少商家惯

用的把戏。从情人节的“天价玫瑰”，到

中秋节的“天价月饼”，被过度商业包装

的节日礼品渐渐让人买不起、吃不起。

一件普普通通的商品，披上眼花缭乱的

包装，被冠以文化艺术的名头，打上情感

寄托的烙印，摇身一变，飞上枝头变凤

凰。而流行文化的盛行，让粉丝经济成

了明星捞金的重要商业化手段，“黄牛”

当道，粉丝遭殃，就像“毒舌”金星在节目

里说的：“这明显就是主办方的套路，把

票锁死了，再叫个高价，让吃瓜群众觉得

一票难求。”

说到底，一个苹果最主要的功效还是

食之果腹。即便有着艺术成分，但平均一

个苹果一万多，随便咬下一口便是数千

元，想必会有不少人吃不消吧。天后的声

音再空灵动听，也不过是三个小时的短暂

享受，连王思聪这样的土豪都说谁买票谁

傻，“天价演唱会”还值得听吗？

通常来说，一个产品的价格由其自

身价值和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但商家

的炒作却似乎让这一经济规律失灵。

“平安夜”里，对苹果的需求自然旺盛，

但真正能够让其坐地起价的却是背后

商家的推波助澜。天后的演唱会固然

一票难求，但逆天的票价少不了主办方

的饥饿营销。“天价”炒作的后果，必是

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消费者

的伤害。如果这样的不良营销得不到

遏制，那以后其他商家势必跟着效仿，

一块普通石头吆喝几句，都有可能卖出

钻石价。

购买一件商品，看重的是其价值；

喜欢一个明星，欣赏的是其精神。市场

固然有自由定价权，但并不意味着可以

漫天要价。让“天价”不再有市场，需要

我们改变消费心态，也需要让投机取巧

的商家付出代价，让他们明白：没有好产

品，妄想卖出高价钱，只会像王菲演唱会

的主题一样，沦为“一场幻乐”。8

咱们是礼仪之邦，自然重视应

酬。然而，最讲礼仪的孔圣人也有

不应酬的时候。《论语》上记载，孺

悲求见孔子，孔子不愿见，推辞说

生病了。可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

就鼓瑟唱歌，故意让孺悲听到。孺

悲从此以后再也不求见孔子了。

孔子为何不见孺悲？年代久远，无法考证。但

他有段话似可作答案：“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

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

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晋代阮籍不应酬，也像孔子一样决绝。《晋书》说

他不愿见世俗之人，见了就以白眼相对。以至于做

官的嵇喜到阮家吊丧，就遭遇到阮籍的白眼。而阮

籍遇到喜欢的，就会青眼有加。

鲁迅说：“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

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

好。”其实鲁迅无论“青眼”“白眼”都装得极好。未名

社的王治秋回忆说，鲁迅很好客，倒茶水剥花生，热

情招待，晚上分手，还端了灯送到大门口，一直到看

不见人影。可也有人回忆说，某人拜访鲁迅，鲁迅让

佣人传话说不在家，那人说我看到先生回家才敲门，

佣人大窘，而鲁迅大怒，吩咐佣人：“你去告诉他，说

我不在是对他客气！”那人咋办？只得怏怏而去。

韩愈说：“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

吾强与之拒。”好人不喜欢我，我也强和他交往；不好

的人不讨厌我，我也强和他绝交。这不是拗吗？但

这拗得有理。有一些应酬，浪费时间，损害志向，甚

至是拉人下水，为何不拒绝？像电视剧《中国式关

系》中的官员沈运应酬奸商罗世丰，竟“应酬”到进监

狱。年终岁首，应酬增多，有一些应酬，还要掂量一

下、谨慎一些。2 （吕志雄）

应 酬

“城市爱心指数”值得追求

建设“郑中心”尤须补齐创新短板
每一座入选建设的国家中心

城市，都或多或少存在各自的短

板，正视问题，应对挑战，才能在

新一轮发展大潮中继续保持领先

优势。

天价是如何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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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集体决策 规范决策执行
完善民主监督 严肃追责问责

——河南科技大学着力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孙金锋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对
于高校而言，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
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学校的事业就兴
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民主集中制
原则，学校的工作就会遭受挫折，受到
损害。

2014年，河南省委提出着力构建
“4+4+2”党建制度体系，民主集中制
就是其中要在县级以上机关着力建立
健全的四项基础制度之一。自 2015
年 12月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将河
南科技大学确定为“完善和落实民主
集中制制度示范点”建设单位以来，河
南科技大学高度重视示范点建设工
作，将其列入年度工作重点和督查督
办工作重点，予以实施。按照省委建
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工作要求，经过认
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学校研究出台
《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制度示范点
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完善和落
实民主集中制制度工作的意见》两个
纲领性文件，并专门成立完善和落实
民主集中制制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构建了责任领导统揽负责、牵头单位
协调组织、责任单位主动参与、各级干
部认真履职的统筹协作的工作机制，
做好示范点建设的宏观安排和组织领
导，不断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程
序化、规范化，全面深入落实民主集中
制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切实把建设工
作落到了实处。

一、强化集体决策，提高
民主集中制科学水平

集体决策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前
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
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校的发
展涉及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人才培养
模式、教学改革等各个方面，任务十分
艰巨。因此，在议事和决策时，就要注
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注意发挥班子
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发
挥职能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注意充
分听取教职工的意见，才能更好地集
中广大教职工的智慧，集思广益，从而
形成科学、正确的决策。学校坚持《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不
断强化集体决策制度和集体决策会议
制度的建设，强调凡属工作中的“三重
一大”事项，都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
则，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要求，通过学校各级
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会议制度，集体讨
论、研究和决定。学校完善了《关于落
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
施办法》，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
内容，将“重”细化分解，将“大”量化分
档，并明确决策酝酿、集体决策和决策
执行、监督检查等程序和要求。完善
了《党政工作制度》《党的委员会全体
会议制度》《党委常委会制度》《校长办
公会制度》《党委书记办公会制度》等
学校党政工作五项制度，从顶层设计
上进一步规范和严格了校领导班子依
法治校、民主治校、科学治校的组织行
为，切实促进了校党委民主集中制的
落实和学校议事决策的规范。完善了
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处务会
议制度等文件，为各单位各部门健全
完善议事决策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提
供了基本遵循，为二级单位领导班子
集体讨论、研究和决定“三重一大”事
项确立了制度规范。

二、规范决策执行，保障
民主集中制高效运转

执行集体决策是落实民主集中制
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什么东西只有

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
不紧，等于不抓。”高校领导干部，只有
强化集体决策的贯彻执行，狠抓决策
落实，才能切实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
确集中不够、执行决议不严肃等问
题。学校注重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对
集体决策事项，持续强化目标管理和
考核，通过采取随机调研、实地走访等
方式，及时掌握校属各单位落实民主
集中制情况。依照《党群部门任期目
标管理考核实施办法》《行政工作目标
管理实施办法》和学校年度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目标要求，实行领导责任制，
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分工要求和
完成时限，提高决策执行与推进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充分发挥督查工作在
决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严格落实《重
点领域监督检查办法》《督查督办工作
实施办法》《重点工作专项督查督办制
度》，提高决策执行效率，督促责任单
位切实把工作抓到位、抓到底、抓出成
效。通过科学开展领导干部年度考
核、述职述廉和日常跟踪考核工作，完
善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强化结果
运用，充分调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完善民主监督，筑牢
民主集中制群众基础

强化民主监督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的保障。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民主，
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
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
现。”对于高校而言，只有坚持民主集
中制的原则，坚持在广泛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才能使高校在制定各项制度
和作出决策前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教
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各项制度
和决策反映广大教职工的利益和要
求。为此，学校大力实施科学决策、依
法决策、民主决策、决策执行、决策推
进的民主监督。注重加强党内民主监
督，通过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自

身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严格党内
组织生活的实施意见》《深入推进党务
校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党支部工作
细则》等文件精神，健全落实基层党委
会和党代会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通过贯
彻落实《学术委员会章程》《教学工作
指导委员会章程》《学位评定委员会职
责及议事规则》《学术道德委员会章
程》等文件精神，加强校院两级学术组
织在参与重大学术事项论证、决策和
执行中的作用。积极拓展民主监督渠
道，切实发挥教代会、工会、共青团和
各民主党派作用，通过贯彻落实《教职
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教职工代表大
会代表巡视制度实施办法》《教职工代
表大会提案工作实施办法》，健全完善
各基层单位教代会实施细则，充分发
挥二级教代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
用。依据共青团章程、学生会章程、学
生社团管理规定，进一步拓展了学生
参与校务管理、发挥监督作用的渠
道。通过建立和完善党外人士情况通
报和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
员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和监督作用。通
过健全完善各级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和
调查研究制度，拓宽建言献策渠道。
通过做好党务、政务信息公开，充分发
扬校内民主，保障师生监督权利。

四、严肃追责问责，形成
民主集中制压力动力

追责问责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
保证。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领导
班子，要看班子日常运转和决策执行
情况，看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行为表
现如何，不能简单进行结果性评价。
对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力、发生重
大偏差和失误的班子和个人，要追究
责任。”高校只有加强追责问责，才能
促进集体决策的正确执行和落实。
学校不断改进和完善落实决策失误

责任追究办法，发挥追责问责震慑力
度。依据《处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与责
任追究办法》《处级领导干部问责实
施办法》《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
矩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处级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按
照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实际，科学界定
调研失误、决策失误、执行失误的责
任内容，细化责任追究的情形、方式、
适用范围，明确责任追究的认定标
准、执行程序和问责内容。重点针对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三重一大”集
体决策制度，不执行或擅自改变集体
决定，未经集体讨论而由个人决策、
事后应通报而不通报，未向领导班子
提供真实情况而造成决策失误，执行
决策时发现可能造成损失、能够挽回
而不采取措施挽回等情况，坚持实事
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法有序
的原则，坚决落实责任追究。

民主集中制，是任何组织和个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制度。除
了学校层面健全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
外，示范点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全校各
二级单位按照学校要求，同样围绕决
策、执行、监督和问责等民主集中制制
度体系的四个环节，深入进行了单位
相关制度的梳理完善、废改立工作，内
部体制和机制不断优化。以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为例，立足部门实际，先后
完善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实施
规则》《“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
度》《党委会议制度》《院长办公会议制
度》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了各种办事程序、议事规则，优化了工
作机制，有力推动了学院内部民主集
中制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学校多次
通过专项督查督办、选点示范、提交审
核制度清单、抽查制度汇编等方式，有
序推进各基层单位的民主集中制制度
完善建设工作。按照边建设边实践的
原则，学校开展了校领导和基层单位
双向列席观摩决策会议和专项检查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处务会会

议制度》实施情况的工作，并建立了二
级单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和不定期抽查制
度，以此促进相关建设工作落地生根、
保证实效。

民主集中制是凝聚学校发展强
大动力的基础。民主集中制坚持得
越彻底，教职工的民主权利享受得越
充分，学校的决策就越能够反映广大
教职工的意志和诉求，就可以调动一
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推
动学校健康快速发展。一年来，通过

“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制度示范
点”建设工作，河南科技大学进一步
健全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不
仅为落实省委“4+4+2”党建制度体
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还进一步推
动了学校“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
治学、民主管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内部治理体制和机制的不断优化，推
动了学校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动了全校师生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激发，
推动了学校取得 2016年各项事业的
长足发展：实现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建河南科技大
学，获批成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支持高校，获批加入“新丝绸
之路大学联盟”并被确定为理事单位，
成功引进 5名“千人计划”专家，获批

“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十三五”国家重点科技
专项，顺利完成了学校三期工程22万
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实现了医学和农
学院系迁入新校区，稳步推进了“学科
提升、高端人才汇聚、基础条件完善”
三大重点工程建设，学校的综合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美誉度不断
提升，校园氛围持续团结向上、风清气
正，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目标建设初见成效、越来越好。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