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赚不赔，100%本息担保”“彻底根治，绝

不反弹”……近年来，尽管监管部门对广告发布

有明确规定，但有的地方电视台、报刊或网络平

台依然违规播放一些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对

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见 7月 10日《人
民日报》）

近年来相关部门三令五申，采取了一系列整

治措施，但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的各类广告仍然

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广告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一些发布平台故意“放水”外，关键原因还在于虚

假广告的违法成本过低。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

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 1.5万余件，罚

没款 9.2 亿元，平均每一件违法广告仅罚没 6.1 万

元。在“广告一响，黄金万两”的巨大诱惑面前，如

此轻描淡写“罚酒三杯”显然不足以令广告者各方

产生敬畏。

今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下发《关于加

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要求

重点关注涉嫌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食品和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

人的违法行为，对于食药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可以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增加违

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在乐见检察机关履职尽责

的同时，希望各级消费者协会组织也要积极行动

起来，面对虚假广告敢于亮剑，善于亮剑，扮演好

消费者“娘家人”的角色，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1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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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广告泛滥呼唤公益诉讼

常思这“一记耳光”

今日快评

万里长征我们才刚跨出一
步，还要继续顶住压力坚定
向前走。

向着绿水青山前进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近 日 ，河 南 省 2017 年 环 境 质 量 年 报 出

炉。年报显示，与 2016 年相比，河南省辖市环

境空气质量级别由中度污染变为轻度污染。

省辖市中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为信阳，较差

的为安阳；南阳、濮阳等 8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级别为优；商丘成为声环境质量

最好的城市……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的趋势明显。（见7月9日大河客户端）
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全省人民奋斗的结

果。最近几年，我省持续实施蓝天、碧水、乡

村清洁工程和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打响

污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环境监管执法，实行绿

色环保调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重拳

治理大气污染，严格控尘、控煤、控车、控油、

控排、控烧。强化水污染防治，推行五级河长

制。人们对这一轮环境治理用了几个“最”字

总结：最严细的管控、最严格的监督、最严肃

的问责、最严厉的处罚。

同时，我省也付出了极大牺牲。关停了大

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任务很重。几乎每一

个人都在为环境“买单”，汽车限号，出行不便；

限塑令，也让很多人失去以往的方便……但这

些牺牲是值得的，高压的环保政策，倒逼经济结

构调整，也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

证，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有了较好的生存环境，为

健康提供了保证。再大的经济增长，再多的经

济收入，如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还有什么意

义？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向着绿水青山前进！

因而，面对 2017 年环保成绩单，看成绩，

是要坚定信心，只要真抓实干，定能再造一重

青天；看不足，是要增强斗志，在压力叠加的

情况下，更要负重前行。2017 年，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但依然是轻度污染；全省河流水质级

别还是轻度污染，海河流域更是中度污染；全

省城市地下水水质出现了污染程度加重的问

题……万里长征我们才刚跨出一步，还要继

续顶住压力坚定向前走。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这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

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如既

往地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措施保护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实施蓝天、清水、净

土行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增加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而对于每个人来说，要积极响应环

保要求，主动为生态环境“买单”，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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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7月 10日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有群众反映，同一种生鲜商品线上线下竟存在不
小的价差，通过外卖软件购买超市生鲜，线上有时候甚至要贵出一倍多。8 图/王铎

“科研玉米被盗”
不应仅算经济账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浏阳实习基地种的玉米、

棉花等科研成果被当地村民偷盗，该玉米新品种

一旦被扩散出去，损失或达上千万。（见7月 10日
《北京青年报》）

偷盗“科研玉米”的行径固然可恶，理应受到

法律严惩，但“科研玉米”被盗，不应仅算经济账，

由此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高校科研机构反

思。首先，对于新品种农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不

能满足于科研机构及人员“关起门来搞研究”，应

做好相关信息的发布工作，尤其要做好科普宣传，

告知公众，新品种农产品研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

的重要价值，使人们对科研农产品产生敬畏，从而

打消偷盗的恶念。同时，应在农研基地竖立警示

牌，告知偷科研农产品的严重后果及该承担的法

律责任。特别应加强对农研基地的日常管理和防

范，不给偷盗者可乘之机。此外，如果今后再发生

科研农产品被盗事件，不仅要严惩偷盗者，农研机

构相关人员也应担责。8 （张西流）

□乐兵

近日，《周书记的一记耳光》一文在网上疯传，

引起热议：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

的周振兴看到 83岁的老共产党员伊巧云重病在

身，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抬手扇了自己一

个响亮的耳光。

这一记耳光是榜样，也是警醒。“也就是这么

一想，周书记别当事”的一件“小事”，让周书记以

及与会干部们泪流满面，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这是为民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成为新时代领导干

部的榜样。

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一旦

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正因为此，为人民谋

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党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

理念。做“人民的勤务员”“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带着感情深入群众，放下身份、扑下身

子，了解社情民意，将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将

温暖送到群众的心窝里，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周

书记等老一辈领导干部为榜样，常怀“愧疚”之心，

为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不止。

今天，我们的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少数

领导干部却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面对群众

诉求，没有耐心、怨声载道者有之；“坐着车子转，

隔着玻璃看”的调研者有之；感觉自己付出与所得

不成比例，不肯担当作为者有之；更有甚者，把“鱼

水关系”弄成了“油水关系”，不给好处不办事……

凡此种种，都是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为民情怀淡

漠的体现。

这种时候，“周书记的一记耳光”是最好的清

醒剂，能唤醒为民担当的初心。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

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认真对待群众的利益诉求，真

诚对待群众的点点滴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

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和作风，

多和群众“掏心窝”，多“下高楼”、多“出深院”，到田

间地头、大街小巷，与老百姓坐在一条凳子上，用

真情和真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问题。

2013年 11月，同样是在菏泽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给领导干部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

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

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

姓。”这既是对 8900 多万党员干部的勉励也是告

诫。

人民是阅卷人。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利

益，群众的事情一件一件办，群众的利益一点一滴

谋，把造福人民的“接力棒”稳稳地接住、妥妥地传

下，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用实绩接

受群众的检阅、赢得群众的拥护。8

在“晨曦计划”成功为9县313位贫困学生提供帮扶之

后，碧桂园河南区域在教育扶贫方面再出新举——出资设

立“晨曦基金”，将扶贫助学的范围扩大至全省20个县。

□本报记者 朱继红

据了解，碧桂园此次设立的“晨曦基金”是河
南省房地产企业率先设立的教育精准扶贫基金。

事实上，这只是碧桂园长期公益实践的一个
缩影。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碧桂园，长期以来在
努力“建设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的同时，一直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有责任感的阳光企业”。
在长期的公益实践中，持续深耕、不断创新。

在碧桂园河南区域，除了已经运行近一年的
“晨曦计划”以及新成立的“晨曦基金”之外，碧桂
园河南区域多样并举推进精准扶贫。

据悉，今年起碧桂园计划采用“一村一品、一
县一业”，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5月 20日，碧桂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行动启
动会在广东顺德碧桂园总部召开。碧桂园与河
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等全国13县达成结对帮扶协
议，惠及 32万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此次
成立的“晨曦基金”也将用于虞城县的教育精准
扶贫，开展“五个一”教育助学活动——区域高管
每年结对一名贫困学生、参与一次捐款助学、进
行一次家访、完成一个“微心愿”、每个月进行一
次沟通交流，作为基金帮扶多样化的探索。

“脱贫攻坚，众志成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每个人
都有义务为脱贫攻坚做出自己的努力。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希望我们
所做的工作能够引导更多的人参与脱贫攻坚中
来，为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
献。”杨海波表示。

教育扶贫深耕中原“晨曦基金”融豫起航
——“晨曦计划”推进会暨碧桂园“晨曦基金”成立仪式举行

7月10日，由共青团河南省
委、河南省扶贫办指导，碧桂园
河南区域、河南省扶贫基金会、
河南省青少年基金会主办的“晨
曦计划”推进会暨碧桂园“晨曦
基金”成立仪式在郑州举行。

共 青 团 河 南 省 委 副 书 记
武皓，河南省扶贫办扶贫处处长
李红军，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
南区域总裁杨海波以及 60名朝
气蓬勃的晨曦学子代表、20 个
晨曦计划实施县团县委、扶贫办
及学校负责人、碧桂园员工代表
以及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席此
次活动。

碧桂园河南区域“晨曦计
划”是在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
省扶贫办的指导下，由碧桂园河
南区域联合河南省扶贫基金会、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发起的教育精准扶贫项目。

该计划自 2017 年 9月启动
以来，全省已经有来自卢氏、新
县、光山、民权、兰考、平舆等 9
县的 313位高中学子获得了“晨
曦计划”的关爱。项目目前已投
入资金375万元。

为了进一步响应国家扶贫号
召，碧桂园河南区域计划在2018
年将该项目的覆盖面扩大到省内
20县，继续深入推进此项教育扶
贫工作。

同时，除了进一步扩大“晨

曦计划”的维度和广度之外，为
了保证该活动长期持续开展，使

“晨曦计划”项目惠及更多学校
和贫困学生，碧桂园河南区域专
门设立“晨曦计划”专项基金，累
计投入资金将达1800万元。

对于碧桂园河南区域的善
举，武皓表示，碧桂园集团自创
立以来，一直秉承“希望社会因
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
企业理念，致力于教育、产业、赈
灾等公益慈善事业。作为一家
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碧桂
园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
召、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脱贫攻
坚的战略部署，“晨曦计划”正是
对教育精准扶贫的积极探索和
落地性实践；“晨曦基金”的成
立，不仅扩大了受助规模，更是
为全省的脱贫攻坚行动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同时，对于碧桂园河南区域
在扶贫助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李红军给予高度评价。他提出，

“晨曦计划”教育精准扶贫项目，
能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唤起
内心深处的美好憧憬，帮助他们
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是一项情
暖万家、顺遂民意的爱心工程，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基金的
升级设立，更体现了碧桂园集团
河南区域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和高尚的大爱大德精神。

据记者了解，与以往的捐助活
动不同的是，“晨曦计划”秉持积
极 的救助理念，不把捐助等同于
捐款，在解决贫困生经济问题的
同时，还关注学生的成长和潜力的
挖掘。

“晨曦计划”工作报告提出：“根
据项目设计，每名受资助学生除了
可直接获得连续三年的生活资助之
外，还有寒暑假参观学习活动、主题
班会互动交流、心理辅导等丰富多
样的成才支持。该项目为寒门学子
的成长提供全面的资助和支持，以

‘培养一个孩子、改变一个家庭’为
目标，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作为捐助对象，来自封丘县第
一中学的倪琦同学代表发言：“感谢

社会及碧桂园给予的帮助，我将更
加努力地学习，学业完成后我也要
更多地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此外，由碧桂园河南区域组织
的“晨曦计划”夏令营也同步启动，
受助学生代表将利用暑期在夏令
营中开展红色基地拓展、国华纪念
中学参观交流、暑假社会实践等
活动。

杨海波致辞时表示，“晨曦计
划”的顺利开展，与共青团河南省委
和河南省扶贫办的大力支持密不可
分，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碧桂园把
精准扶贫的目光聚焦在高中群体。
为了让“晨曦计划”长期持续开展
下去，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碧桂园河南区域决定设立专项

基金——“晨曦基金”，使“晨曦计划”
项目惠及更多学校和贫困学生。

杨海波在发言中提出：“希望
‘晨曦计划’的学子，不管现在在做
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要永远怀揣梦想，相信通过自己的
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从一个今天接受别人
帮助的人到将来去帮助别人的人，
也希望‘晨曦计划’的孩子们将来也
可以用爱心传递爱心，把爱心奉献
给更多的人。”

同时，据杨海波介绍，碧桂园河
南区域管理层首期募集 100万元纳
入“晨曦基金”，他也呼吁社会各界
人士一道，为河南教育精准扶贫贡
献力量。

从“晨曦计划”到“晨曦基金”
碧桂园河南区域扶贫助学再升级

从教育扶贫到公益实践
碧桂园再现企业公民担当

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家庭
“晨曦计划”帮扶河南313名高中学子

晨曦学子与参会嘉宾合影

碧桂园“晨曦基金”成立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