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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开门纳客，
无良商家却在肆无忌惮地干着关门
宰客的勾当。 一只闹得沸沸扬扬的
天价 “大虾”， 顷刻间毁掉了 “好
客山东” 的美誉度， 活生生演绎出
“毁树容易种树难” 这句话的哲理。
如此悲催的结局， 想必是青岛人始
料未及的。

其实， 让这座海滨城市咽下这
一杯苦酒的原因并不复杂———既有
无良餐馆的作恶， 同样是公安、 物
价、 旅游监管等在内的一干职能部
门视而不见、 见而不为累积、 发酵
的结果。

竞争与诚信 ， 是拱卫市场法

则的两面 。 有哲人说过 ， 能力不
够 ， 可用知识来弥补 ， 但道德不
行 ， 则无药可救 。 而如今的网络
语言则更直白———不作死 ， 不会
死 。 在青岛 ， 胆敢将一只普通虾
卖出天价的无良商家虽属个别 ，
但任其作恶 ， 个案就会被放大 ，
整 个 城 市 形 象 便 会 陷 入 危 机 之
中 。 这 样 的 “老 鼠 屎 ” 破 坏 力
大 ， 杀伤力强 ， 足以坏掉青岛旅
游这锅 “浓汤”。

明码标价、 童叟无欺、 货真价
实， 历来是守信经营的标杆。 但毋
庸讳言， 强买强卖、 欺诈宰客等现
象， 长期以来是旅游市场未能根治
的一颗毒瘤， 放眼国内主要旅游景
区， 谅谁也不敢说自己这片市场是

一方诚信经营的净土。 这个黄金周
的头几天， 省内某景点就多次遭游
客网络上吐槽———靠近江边的旅
店， 房价陡然翻倍， 停车场的价格
一晚过百， 好在当地部门不护短、
不短视， 及时出手， 才没有让此等
无良事端继续发酵、 扩散。

维护一个良好形象 ， 千难万
难； 而破坏掉它， 一件恶心的事就
足矣。 当下， 社交网络无孔不入，
消费者维权搭上了 “互联网+” 的
平台， 任何有违诚信的行为， 都有
可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培育、 发展市场， 是做大做强
旅游产业的关键。 如果游客到一处
景点 ， 包里还带着 “防坑攻略 ”，
这样的市场能发育得起来吗？ 正可
谓， 勿以恶小而为之， 莫让小事件
影响大形象 。 青岛那只 “天价大
虾” 便是前车之鉴。

通讯员 邹太平 李涛
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明察暗访就像打仗， 督查组就
是一个团， 时刻都不能松懈。 要提前
准备， 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 才能打
好纠正‘四风’ 这一仗。” 10月8日
下午， 衡阳市新一轮“四风” 专项整
治行动拉开序幕。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包昌林表
示， 纠正“四风” 贵在坚持、 重在深
化， 要保持力度不减、 尺度不松、 节
奏不变， 将压力层层传导到每个党员
干部身上， 让遵守作风建设规定成为
党员干部的高度自觉和行为习惯。

节日大额账，
查出违规发放津补贴
从9月开始， 衡阳市纪委在全市

开展为期3个月的作风建设集中整治
工作。 中秋、 国庆前后， 市纪委组成
8个专项督查组， 开展了纠正“四风”
专项监督检查。

9月27日上午，督查组成员来到一
家目标单位展开督查。 该单位领导很
配合，从财务室搬出几百本账本，放在
桌上堆成了小山，这么多怎么查？

“单位的津补贴福利一般以工会
名义发放， 要以工会账本作为突破
口。” 来自审计局的同志参加了多次
督查， 有自己的招。

另一边， 财政局的同志通过翻阅
年度总账、 明细账， 发现从2014年9
月1日到2015年8月31日， 该单位有5
笔大额支出， 其中3次恰逢节日前后。
督查组敏锐感觉到恐怕有问题。

果然， 督查组核查福利明细后，
发现该单位在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以慰问费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 还有
两次直接以福利费的名义发放。

“这是典型的违规发放津补贴行
为！” 督查组负责人表示。

群众举报作用大，
查出公职人员参赌

“我要举报， 衡南县喜羊羊酒店
对面的茶楼包厢里有公职人员在赌
博！” 9月28日晚上8点， “四风” 专
项监督举报电话的铃声响起， 督查组
接到群众举报。

晚上9点30分左右， 督查组迅速
联系公安部门一起到达了群众举报的
茶楼。 为了不打草惊蛇， 督查组让民
警站在茶楼外蹲守， 其他人佯装去茶
楼消费， 询问服务员： “你们这里还
有包厢吗？” “有。” “带我们去看
看！” 督查组成员一个个包厢找， 发
现只有一个包厢有吵闹声传来。

“我们是警察， 这是我们的警官
证， 请配合检查， 出示你们的身份
证！” 督查组召集民警一起冲了进去，
包厢内4个人“战况” 正酣， 一脸惊
愕看着门外。

包厢内的人都不说话， 僵持了一
会，其中一个人装作肚子不舒服，吵着
要上厕所。 另外两个态度恶劣，对督查
组恶语相向。 最终民警将4个人带到派
出所，经过核实，两人为公职人员。

市纪委副书记、 市监察局局长邓
小林告诉记者， 现在“四风” 行为越
来越隐蔽， 他们在衡阳日报、 衡阳电
视台、 衡阳反腐网公布了“四风” 专
项监督举报电话， 这次督查， 群众举
报就发挥了大作用， 两节期间共收到
举报电话短信45起。

国庆办庆典，
必须遵守规定

“国庆是个普天同庆的好日子，
一些单位企业往往选在这个时候办庆

典， 不能贻误战机。” 10月2日， 督查
组从早上8点开始， 就在各个机关单
位、 国企、 学校、 医院、 公园、 商场
等场所展开了暗访。

上午9点， 在市区某中学， 督查
组发现学校门口挂满了横幅、 彩球，
人流不息， 喧嚣的乐器声不时从里面
传来。

“学校放假了， 怎么这么热闹？”
督查组负责人意识到可能有“猫腻”。
大家下了车， 向看热闹的路人打听学
校在干吗， “办校庆呢。” 果然！ 督
查组装成参加校庆的校友， 向校园内
走去。

“你们干吗的？” 刚到校门口，
督查组成员就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

“我们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今天来参
加校庆。” 保安这才让督查组一行进
了校门。

一进去， 督查组就看到学校操场
临时搭建了舞台， 正在进行舞狮表
演， 几块大型LED屏同步播出。 舞台
下面的位置已经坐满， 还有不少人站
着看表演， 四周几个偏僻的角落处，
放着几台POS机， 不时有人到那里刷
卡， 领取纪念品。

“办校庆收取钱物、 发放纪念
品， 这都是违规行为。” 督查组负责
人表示。 随后， 督查组在现场进行了
调查取证。

衡阳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万科告诉记者， 中秋国庆期间， 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抽调172名干部，
组成43个督查组， 对800多个市、 县
直机关单位和200多个乡镇街道以及
近200家宾馆、 酒店、 超市、 商场、
公园等重点场所进行了监督检查， 发
现涉嫌违纪违规问题线索98个， 已查
实并处理到位15个， 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23人。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 省
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在长沙会见了
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代表团一行。

黄兰香对代表团来湘考察交流

表示欢迎。 她表示， 10多年来，
港湘两地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
得到了深入发展。 香港正成为湖南
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桥梁， 湖
南也正日益成为香港同胞投资创业

的热土。 希望双方搭建更广阔的平
台， 加强双方青年之间的交流， 寻
求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的机会， 推
动两地开展实质性经贸合作。

在湘期间， 代表团考察了中南
科伦制药、 中联重科等企业， 表示
希望利用湘港两地产业互补优势吸
引更多项目的达成和落地， 进一步
推动两地青年各行业多领域后续交
流合作。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毁树容易栽树难

黄兰香会见湘港
青年交流促进会代表团

反“四风”监督哨

衡阳开展“四风”
专项整治行动

中秋国庆期间， 发现涉嫌违纪违规问题线索98个

湖南日报 10月 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带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
的深情厚谊， 10月8日至9日， 省
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率队
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开
展“一进二访” 活动， 调研指导对
口扶贫工作。 他强调， 长沙要继续
把对口帮扶龙山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 长期坚持、 锲而不舍、 不断加

力， 以严实作风推进精准扶贫， 加
快建成全面小康。

根据省委部署， 全省各级领导
干部要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中
开展“一进二访” 活动， 易炼红的
联系点是龙山县中湾村。 国庆节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易炼红赶赴中湾
村， 直奔困难群众家中了解情况、
解决问题。 在困难户代春生家的

禾场上， 易炼红与乡亲们面对面了
解对脱贫致富的所思所想、 所需所
盼， 与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种烤
烟、 种生姜、 养土鸡， 一个又一个
好点子脱颖而出。

“大家的想法和上头的政策
非常一致， 我们会带着资金、 项
目和人才来， 但不搞政府包办，
要帮助贫困县增强‘自我造血’
功能。” 易炼红请村民们放心， 长
沙人民一定会和龙山人民一道，
进一步强化扶贫攻坚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 做到精准施策，
不断激发扶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他希望两地进一步夯实责任， 凝
聚扶贫攻坚的更强合力， 并肩打
赢扶贫攻坚战。

“一进二访”情暖三湘

易炼红赴龙山县开展“一进二访”活动时强调

以严实作风推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