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质百城建设 探路新型城镇化”，河南日报系列报道引热议——

城市有“颜值”市民获“幸福”
郑州“午休经济”走俏
网友盼更多人文关怀

练好“内功”
别拿临时工做挡箭牌

“花椒女孩”的励志暑假走红网络

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中午的休息时间有限，在办公
室休息不好，来回赶班又太累。于是去美容院睡个美容觉、
到咖啡店点杯水、进书店看看书，消遣的同时蹭个“午睡”，
而这一潮流也带动了郑州“午休经济”的走俏。8月14日，
《大河报》报道了此现象，网友们众说纷纭。

网友“sitha”认为，平时工作比较繁忙，趁着中午时间
去健身房锻炼一举两得。网友“梧桐灯 ice”说：“中午下班
后带上一本好书去咖啡厅，一中午的时间慢慢度过，既是身
体的休息，也是精神的享受。”网友“诗雨安”认为午休时间
出去活动活动，换换空气，可以有更好的心情投入到下午的
工作中去。

有网友建议工作单位为员工多安排休息场所，网友“番
番棋牌”说：“在饱餐的午后，能美美地睡一觉是件很幸福的
事情，可办公室没有休憩的地方，回家又太远，愿望只能落
空。”网友“shue韦”说：“中午困意难挡，趴在桌子上打个盹
儿，醒来后脖子胳膊发酸很不爽。很多午休场所服务贴心，
价格却不亲民，便宜的地方又怕卫生不过关。”网友“奕奕清
心”：“有很多可供午休的场所费用都不低，长期下去肯定吃
不消，还是希望工作单位能为员工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体
现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新浪网友“爱迷路的圣诞老人”为了睡个舒服的午觉，
专门买了一张简易折叠床放在单位，后来办公室的其他同
事纷纷效仿，有的人甚至还有薄毯、小枕头、耳塞、眼罩等

“午休装备”。于是就有网友议论“午休经济”是一座亟待挖
掘的“金矿”。网友“西街的猫”说：“上班族难以度过的中午
时光，对于一些精明的商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商机。”网友

“我来看哈皮”说：“我们单位旁边的健身房、书店、商场，中
午时段的生意都很好，利用好了可以盈利不少。”有业内人
士在网上发表看法，午休市场潜力很大，市场有待开发，如
果可以更好地发掘市场，瞄准消费群体，满足个性需求，将
会有更好的发展。 （梁倩文）

暑假是学生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城
里孩子一般会选择外出旅游、参加夏令营
或在家里吹着空调上网、看电视。而近日
一组“农村孩子的暑假”图片在网上广泛
传播，一名在暑假期间冒着烈日采摘花椒
的女孩受到大家关注。据《安阳晚报》8月
15 日报道，女孩是林州市东岗镇卢寨村
人，今年 15岁，父亲早年在工地受伤，懂
事的她就承担起了家务。了解情况的网
友们纷纷为她点赞，更有网友称她为励志
的“花椒女孩”。

在东岗镇卢寨村的山头上，一名漂亮
的女孩正冒着烈日采摘花椒，这名女孩就
是近日被网友们称为“花椒女孩”的付伟
芸。记者了解到，付伟芸的父母在外务工，
父亲现在外地做门卫，工资很低。母亲平
日里除了做家务照顾家之外，经常在附近
打工补贴家用。“这几个月妈妈跟随村里组
织去后山绿化荒山植树了”，付伟芸说，于
是自己就主动承担起了家务活和采摘花椒
的“任务”。

图片中付伟芸双手上都是密密麻麻的

小点，这是摘花椒留下的伤口，手上的新伤
压住了旧伤。在长满刺儿的树枝间劳作，
受伤自然在所难免。即使受伤，也只是轻
轻在嘴里吸一下就继续工作。“我家有 20
余棵花椒树，我每天规定自己要摘两棵。”
付伟芸说，暑假过后，她就将进入紧张的初
三生活。

有过农活经验的网友表示：“花椒好吃
却难摘，只有干过的人才知道。一般摘一
棵花椒树需要三个多小时，而且花椒比较
小，每次找它们都要来来回回看上好几
遍。天气这么热，长时间站在花椒树旁，闻
着花椒刺鼻的味道，非常辛苦。”而付伟芸
一摘就是一下午。

山里的孩子早当家，网友“纱绫罗”直
言：“城里的小孩出不了空调屋，离不开电
脑屏，有点儿条件的出国旅游，参加个夏令
营，哪儿会能体验到生活的苦。年轻人摘
花椒大都受不了这个苦，没有这个耐心。”
对此，付伟芸说：“没什么辛苦的，爸爸妈妈
也在为这个家努力奋斗着，我利用假期多
帮帮他们是应该的，这花椒摘下来能够补
贴我们的家用，还能给我交学费。”

“花椒女孩”采摘花椒的图片在网上走
红后，网友纷纷表示心疼，网友“夏虫不语
冰”说：“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
这样的孩子更懂得感恩，宽慰了父母的心，
将来肯定有出息。”也有网友提议，温室里
的花朵往往经不起生活的风波，城市里的
孩子可以在假期做一个“接地气儿”的旅
行，体验生活，享受劳动和汗水带来的满足
感，这比吃了多少地方名吃，看过几个名胜
古迹，拍过无数张光影交错的照片来得更
为实际。 （张楠 常秀明）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实习生 梁倩文

8月 5日至8月10日，河南日报在一版
开设“提质百城建设 探路新型城镇化”专
栏，分别报道了汝州、禹州、夏邑、永城、商
丘、驻马店 6地的发展变化。8月 14日至
16日，河南日报又连续刊发了“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深度观察”文章。

8月 10日，省长陈润儿在全省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工作推进会上指出，城市如厕
难、停车难、出行难，都是百姓十分关注的
民生问题，也是城市特别是老城区供给服
务中的突出短板。要通过提质改造，还厕
所于民、还车场于民、还绿地于民、还服务
于民。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到底该咋
推进？中小城市“颜值”提升的同时，还需
要注意啥？一起来听听市民、网友和专家
的观点吧。

市民细数家乡变化多

自河南省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以
来，百姓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城市变美了，村庄变净了，城乡居民的居住
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对于汝州市民王占国来说，最大的
变化就是从破旧的棚户区搬上了崭新
的楼房。夏邑市民郭素珍说：“近几年，
城市规划更加合理了。公厕多了，娱乐
设施健全了，闲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
游玩，坐在树荫下看风景，呼吸新鲜空
气，很惬意。”

在郑州务工多年的李秋月女士老家
在安阳，提及家乡的变化时她说：“以前
晚上出去两眼一抹黑，很不方便。现在
感觉安阳的夜景非常漂亮，路上、广场、
街角、公园处处都灯光璀璨。”在郑州
务工的张从平先生谈及家乡开封时说：

“开封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还 建 了 一 些 老 年 活 动 中 心 ，市 民 们 很
满意。”

“家乡面貌年年变，今年景色更靓丽。”
在郑州上学的大三学生黄欢家在驻马店西
平县，他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回家，发现街
道干净了很多，道路两边多了些花花草草，
比以前有生气多了。”

郑州市高新区谦祥万和城的张女士
说：“以前回家，道路两边摊贩聚集，道路
拥堵不说，让人心里发闷。现在我们小区
旁边的道路宽敞了，保洁员每天清扫，门
口还多了一个小广场，小区内绿树成荫、
鲜花点缀，晚上也愿意带孩子出来散步
了。”

解决“三难”问题方便市民生活

新浪网友“依然-飞翔”：以前带着孩子

出来，玩耍没个好去处，解手找不到公厕，

每次出门前先要在家里方便一下，现在公

厕多了，娱乐设施健全了，出去游玩更舒心

了。

大河网网友“pomer博文”：近几年，

城市规划更加合理了。把路面重新铺了，

又规划了停车位，安装了护栏、拍摄违章的

摄像头，街道不仅美观了，而且交通顺畅了

许多。

环境好了 城市颜值越来越高

网易网友“烟儿only”：这些年我们的

城市越来越美丽。城市的变化折射着整个

城市光明的发展前景，让人期待。

新浪网友“小宇蜂蜜”：近年来，河南省

高起点构想、大手笔谋划、大力度推进，环

境越来越好，城乡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

世人眼前。城镇化建设的倾力推进，让大

家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搞好服务 急民之所急

大河网网友“-丸子溪”：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内心的态度才是解决“三难”问题的根

本，站在办事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急民之

所急，需民之所需，努力提高工作质量，政

府的效率才会大大提高。

新浪网友“夏日蓝天88”：作为为百姓

服务办事的机构，面对每一个办事的百姓

应当笑脸相迎，让工作顺利开展下去，只有

真正走进百姓的心扉，切切实实地解决百

姓的难题，实实在在地接地气，才能从根本

上将办事效率提高上去，才能让工作如鱼

得水的进行，让“三难”问题彻底消失。

创建宜居城市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王建国认为，河南省城镇发展质量和全国
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百城建设中的百
城指的是河南省的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
在河南省的18个地市中，只有郑州实现了
较高程度的城镇化，要想缩小与全国城镇

化水平的差距，破解百城建设难题，就应该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首先应该落地县级城
市，改善县级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县级城市
产业升级，同时大多数县级城市环境较差，
应重点促进县级城市环境改善，创造城市
文化的多样性，塑造特有的城市景象。着
力改善城镇居民聚居区在卫生、医疗、交
通、文化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还要为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为城镇居民提供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全面
提升居民的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

河南工业大学建筑环境专业教授王军
表示，城市首先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房屋
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备条件，关系着每一
个家庭的幸福指数，解决住房问题很关
键。其次要解决停车难问题，要结合城市
绿地等公共空间或地下空间，尽可能多建
设停车场。还要均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提高银行、超市、邮政等商业网点密度，将
公共服务设施组团化、社区化，让人民群众
能就近享用服务。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少
城市“颜值”提升，但还要加大绿化建设力
度，全面提高城市景观水平。此外，营造浓
厚的城市文化氛围，以文化兴城市。加强
社区文明教育，提高市民整体素质，预留文
化设施，如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建设用
地，提高城市文化品位。鼓励公众参与城
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居民的参与感。

专家观点

付伟芸手上密布着摘花椒时留下的伤口

“花椒女孩”付伟芸 常秀明 摄

提质百城建设，很多城市都很用心。图为新郑湿地公园一景。 王君杰 摄

□唐蕾

河南省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

法》规定，严格禁止不具备规定条件的人员申领行政执法证

件，杜绝工勤人员、劳动合同工、临时工执法。（8月 15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全国多地出现过很多行政执法不规范的现象，每当舆

论关注时，“临时工”就成了背锅侠，把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

推向并没有执法权的临时工。久而久之，“临时工执法”成

了群众口中的笑料，这样的说辞无法让群众信服。

河南省施行的《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对没有行政执

法证件的工勤人员、劳动合同工、临时工等，明确规定其不

得参与执法，这本来就是依法行政的题中之义，这应当是每

一个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必须遵守的法则。

临时工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只是在签订劳动合同

的基础上去做一份工作，身为该行政机关的一员，他们没有

行使行政执法权的权力。可是，每每有暴力执法、不规范执

法事件发生，部分行政机关顶不住舆论压力，就一股脑儿把

责任推到临时工身上，这显然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

即使临时工真的参与了执法，对执法对象或是整个社

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么责任的根源在哪里呢？笔者认

为，责任应当在行政机关以及那些享有执法权的人员身上，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他们的指示或默许，临时工是不可

能堂而皇之地去执法的。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行政机关就应该对症下药，解决问

题。行政执法事关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夸张地说，对我们每

一个人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所以，提升行政执法水

平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建设，更关系到我们整个

法治社会的建设。

要想真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让政府行政更具有公信

力，让法治社会建设更有底气，行政机关就必须练好内功，

抛开临时工这个“挡箭牌”，真真正正地坚持法治，坚持建章

立制，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加强执法队伍作风建设，牢

固树立宗旨意识，带着温度去执法。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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