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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下大力气、啃硬
骨头，全面深化‘一网通办’
下‘最多跑一次’改革，瞄准
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
点’‘痛点’，出台更多实实在
在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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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政策明令禁止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班、快慢班在一些地方仍
存在，并由此带热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小升初“分班集训”，加剧了学生“超前学”现象，让
暑期成为紧张的“学习季”。9 图/朱慧卿

以一流营商环境赢得开放胜势

□宋鹏伟

同样的套餐，外卖价格比堂食价格贵 11

元，还要额外支付 9 元的外送费。多位市民发

现，在一快餐品牌自主开发的 APP上，同样的产

品，外卖和到店取餐的价格相差较大，其中某套

餐价格相差 11元。媒体调查发现，多款 APP均

存在此情况。上述品牌的门店表示，外送与门

店自取的价格确实有所差别，这是“公司定的”，

而公司为何制定如此规则，该品牌没有进一步

解释。（见7月24日《北京青年报》）
除去外送费，同样的产品价格却不同，这恐

怕是多数消费者始料未及的。人们在网络上选

择外卖产品时，除了价格因素之外，往往更倾向

于那些有实体店铺、知名度高的品牌，为的就是

有保证。这个有保证，不仅包括口味，也包括质

量、分量和价格。很多人在网上订餐有固定的

偏好。那些价格上动手脚的商家，且不说是否

涉嫌违法，至少有“杀熟”的嫌疑，在客观上滥用

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

这种行为已涉嫌欺诈消费者，在有些国家

商家会遭到重罚。我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五

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

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

格歧视”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当不同交易条件

已经体现在加收的外送费之后，外卖与堂食还

有什么不同呢？这很难有合理的解释。有人

说，外卖商品需要商家花费一定的人力进行打

包，所以价格更高。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打

包一份餐的成本断不会有 11 元之多？还有人

说，真正的原因是外卖平台会抽取一定比例的

佣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商家只能涨价。这同样

也说不过去：为何有的套餐不收，有的却收很

多？退一步说，就算有这笔钱，也完全可以将其

计入外送费中，如今非要混在一起收取，合理的

解释或许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消费者

口袋里掏钱了。

在物价部门核准的范围内，商家享有一定

的定价权，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两者不是

零和博弈关系。正确的做法是，商家提供口味、

分量和价格与堂食无异的外卖产品，不得偷梁

换柱。如有例外情况，也应明确告知消费者不

同之处，同时将费用区分开来，让消费者自主来

选择。反之，打擦边球的行为不仅涉嫌违法，长

期来看也会影响品牌自身的美誉度，甚至让侵

害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成为一种潜规则。9

“外卖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

“路让树”凸显精细化管理

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7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如何分类、怎样处置，成为市

民热议的焦点。为了更加快捷地处理厨房湿垃

圾，一些市民尝试在家中安装厨余粉碎机，将厨

房湿垃圾经粉碎后直接冲入下水道。如此一来，

商场里的厨余粉碎机悄然走红。（见 7 月 25 日
《经济参考报》）

笔者以为，厨余粉碎机走红不是什么好事，

至少可以说是利小弊大，有违垃圾分类的本意。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垃圾分类目的之一

是回收部分垃圾，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和生态环

境的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比

如，厨余垃圾富含大量有机物和氮、磷、钾、钙以

及各种微量元素，变成有机肥使用后，不仅能使

粮食稳产、增产，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还能减少无

机肥的投入，节省投资、保护环境，对土壤、食品

安全及人体健康都大有裨益。一些地方在利用

厨余垃圾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把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冲入下水道，确实是

省去了分类的麻烦，但这只是个人的方便。如果

厨余粉碎机持续走红，使用该机器的人多了，厨余

垃圾的循环利用就成了一句空话。厨余粉碎机把

压力全转嫁到排水和污水处理部门，加大了厨余

垃圾二次污染的可能性。虽然目前还没有明文规

定不可使用厨余粉碎机，但还是少用为好。如果

一定要用，也应该因地而异、因城施策，把粉碎后

的厨余垃圾想办法回收利用，而不要直接排入下

水道。9 （周家和）

□冯军福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全省对外开放大

会强调，要对标先进，打造一流的政务环境、法

治环境、生活环境，以营商环境的优化赢得开

放胜势。

好的营商环境有多重要？营商环境好了，

市场的活力才能够被激发。今年我省上半年

经济数据中，有两组数据振奋人心：一是全省

新登记市场主体 73.8万户，同比增长 23.3%；二

是全省企业营业总收入和利润分别达 13270.1

亿元、560.9 亿元，实现双增长。在笔者看来，

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利润不断增长的背后，正

是得益于今年以来我省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商事制度改革，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4.5天；

优化电子化平台，让群众网上办理手续更便

捷。花最少的时间、跑最少的路、交最少的材

料、找最少的部门，企业自身的“麻烦”少了、负

担轻了，发展起来自然势头强劲、动力十足。

优化营商环境，是发展所需，更是形势所

迫。过去，有些地方吸引投资者，靠的是让利

多、补贴多、地价低。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

变化，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好项目不是靠补贴

优惠拉来的，优秀的企业、优秀的团队看重的

并不是眼前的小惠小利，而是稳定、开放、可预

期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就像投资空气，空气

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人才往哪走、资金往

哪流、项目在哪建，说到底取决于哪里的机会

多、障碍少、效率高、服务好。

着力解决影响我省对外开放的环境问题，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需要

我们主动找标杆，强力补短板。

标杆有哪些？新一轮对外开放全面起势，

区域间营商环境的竞争日趋激烈。广东提出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江苏全力打

造“不见面审批”；济源市率先在全省启动“企

业服务 110”系统，动态跟踪解决企业难题，许

昌市坚持“企业办好围墙内的事，政府办好围

墙外的事”，让企业“只用找路，不用求人”。这

些国内标杆、省内先进的创新举措，都为我们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路径。

差距在哪里？近年来，我省营商环境虽然

得到不断改善，“多证合一”等改革走在了全国

前列，但在政策扶持、市场监管、提升服务等

方面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在打造一流的政务

环境、法治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不少

短板。这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都

是我们今后急需解决的重点。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方面，

我们要转变观念，拼服务、拼信用、拼环境，顺应

开放形势，在发展环境上向一流看齐。另一方

面，我们还需要下大力气、啃硬骨头，全面深化

“一网通办”下“最多跑一次”改革，瞄准企业投资

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出台更多实实在在

的举措，以“硬措施”造就“软实力”，涵养出营商

环境的“清新空气”。当各类企业在市场中如鱼

得水、充满活力，我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必然迈上

新台阶。9

在“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四个中心”的现

代化建筑群中，有一株 200 多岁的古槐矗立在主

干道边。当初，为了保留古树，有关部门专门修改

道路规划，并在古树周围修建大花池保土保墒。

目前，古树枝繁叶茂，附近市民都引以为豪。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同样，一棵树也

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生态文明理念。城市规划为一

株古树“让路”，是郑州护绿的一个细节体现，是推进

森林河南建设、建设美丽河南的具体行动。为了保存

古树风姿，实现“路让树”，这既是一种精细化管理理

念，又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担当，值得人们点赞。

自古以来，乡情难忘，故土难离。城市里生长

的古树，不只具有自然生态价值，更是活的历史、

活的文物，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寄托着人们的乡

愁。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保留这株“挡路”

的古树，彰显了当地政府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的深厚情怀。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城市的一草一木都值

得珍惜和保护，让我们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好大树，

实现城市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双赢。1 （宋君华）

厨余粉碎机应慎用
画中话锐评

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4日晚，2019全国女超
联赛结束了第三轮的较量，坐镇郑大体育场的河南徽
商女足，本轮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北京北控女足。经
过 90分钟的激战，河南女足虽然有着主场之利，但状
态不佳的她们最终还是以1∶3负于北京北控。

本赛季首个主场就力克卫冕冠军大连女足，这让
河南徽商女足对和北京北控的比赛也寄予了不小的期
望，总教练李志浩更是尽遣主力登场。然而比赛开始
后，客场作战的北京北控女足却反客为主，前场凌厉的
攻势让河南女足的后防线风声鹤唳，比赛刚开始两分
钟，北京女足就打进一球取得梦幻开局。第 31分钟，
客队又由名将马晓旭进球将比分扩大为2∶0。

易边再战，两队都继续加强进攻，第 56分钟北京
北控又打进一球，将分差拉大到三球。大比分落后的
河南女足孤注一掷，最终由国脚娄佳惠在第58分钟打
进挽回面子的一球，1∶3的比分也让河南徽商女足吃
到新赛季首场败仗。

根据赛程，7月 28日的第四轮联赛，河南徽商女
足将做客上海滩，挑战实力强大的上海农商银行女
足。⑥9

本报记者 黄晖

心肺复苏救护如何进行？自动体外除颤器
如何使用？运动员脚踝扭伤如何救护？……7月
24日，来自中国红十字总会的高级培训师郑建梅
在“绿城使者”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骨干城市志愿者专题培训会上，围绕全国
民族运动会期间的“应急救护”工作，对来自郑州
市各区、各单位的500名骨干城市志愿者进行了
详细地讲解与指导。

志愿者历来是各项重大赛事中的一道风景
线，而这道“风景”能否亮丽怡人，则取决于志愿
者的服务水平，所以，对志愿者的相关培训十分
重要。继 7月上旬对 7000多名赛会志愿者的线
下培训结束之后，对城市骨干志愿者的线下培训
也于7月17日全面展开。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绿城使者”志愿服务行
动，切实做好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城市志愿者培训工作，“绿城使者”专题培训
采取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线上，城市
志愿者可以软件登录全国民族运动会专属学习

平台，通过视听培训课程进行自学；在线下，则安
排了共 15天专场培训，预计现场受训的骨干城
市志愿者可达1.2万名。”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
社会工作部的王博说。

据了解，自7月17日首场培训圆满举办以来，
截止到24日，培训已举办13场，累计培训了5000
余名骨干城市志愿者，培训内容包括“志愿者文明
礼仪”“少数民族知识”“河南省情郑州市情”“应急
救护”等。接下来，“地铁文明乘车”“机场文明乘
机”“消防应急救援”等覆盖城市服务各个方面的
多项专题培训也将陆续进行，而培训讲师既有高
校教授又有来自郑州市交警支队的民警以及消防
支队的培训员、红十字会的医护员等专业志愿者。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城市志愿者，主要负
责开展信息咨询、文明引导、清洁家园、文化展
示、群防群治、应急服务等城市志愿服务项目。
组织者希望通过高质量、全方位的培训打造一支
高素质、高标准的“绿城使者”城市志愿服务队
伍。并通过志愿者热情、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
运动会的整体办会水准，体现河南、郑州志愿服
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水平。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9年河南省第九
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7月 24日在河南省体育
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的 1000 余名选手参
赛。

本次大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等单位

主办，比赛为期 1天，分为省直机关组和地市
组。省直机关组由 30个单位 634人参赛，地
市组由 14个省辖市、7个直管县的 450人参
赛。奥运冠军贾占波在本次比赛开幕式上宣
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更是将整个活动推向
高潮。

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峻表示，广播体
操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全民健
身运动项目之一。自 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
广播体操颁布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先后颁布
了九套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推广、发展和
普及是中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缩影，更蕴
含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青春和健康记忆。

据了解，此次大赛在筹备过程中，各参赛
单位通过认真刻苦训练，在全省掀起广大职
工做工间操的热潮，比赛中充分展现了全省
职工团结协作的精神。⑥11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城市志愿者培训全面展开

全国女超联赛第三轮

河南女足主场不敌北京北控

广播体操大赛掀起工间操热

志愿者在接受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2019“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河南省受赠学校评选结束

广播体操展示大赛参与人数众多。 郭廷璧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李悦 王歌）7 月 25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届中国焦
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 2019云台山旅游节（简称

“一赛一节”）将于9月16日至22日在焦作市举办。
本届“一赛一节”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武术协会、省文旅厅、省体育局和焦作市人民
政府主办，以“太极山水，品质焦作”为主题，共安排了
43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太极拳交流大赛设套路、器械、推手等 3大项 61
个比赛项目，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
名运动员参赛。云台山旅游节将举办 2019年中国云
台山国际马拉松赛、焦作国际文化旅游产品推介会暨
考察活动等，特别是“中国太极功夫文化旅游‘一带一
路’万里行”外宣活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焦作文化旅
游图片展等一系列文化交流与宣传活动，将从 8月开
始启动，以国际化的视野广泛宣传推介，让太极功夫、
焦作山水走遍世界。

节会搭台，经贸唱戏。“一赛一节”期间，主办方将
举办中国焦作对外经贸合作洽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2019中国（焦作）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洽谈会等
经贸活动，全力为各方搭建洽谈对接、实地考察的平
台。

“两年一届的‘一赛一节’的成功举办，对推动焦作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扩大焦作乃至河南对外交流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赛一节’已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中国一流旅游品牌的靓丽名片。”焦作市
市长徐衣显说。⑥9

焦作“一赛一节”相约九月

本报讯（记者 黄晖）7 月 25日上午，
2019“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河南）第二阶
段评审活动在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进
行，由省会媒体代表、大学生代表、省体彩
中心和分中心工作人员以及体彩网点业主
和销售员代表，共计34人组成评审团对通
过初审的137所学校进行了分组评审。

自 2013 年河南省开展“公益体彩快
乐操场”公益项目以来，已为河南省 18个
地市的 157所乡村学校送去了体育器材
和设施，受益师生达到 5万人。今年“公
益体彩快乐操场”报名学校更是达到了历
年最多的447所。

据悉，2019“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河
南）的评审工作分初次评审和二次评审两

个阶段，初次评审从447所报名学校中评
选出了 137所学校，第二阶段评审则将从
137所学校中评选出拟捐赠的25所。

据省体彩中心主任助理董小卫介绍，
为了保证“公益体彩快乐操场”评审工作

“公开公平公正”，河南省体彩中心对评审
人员进行了严格筛选，同时也对入围学校
制定了严格的评定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