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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建设中，景观设计
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一座城市是否宜居，能
否让居民感到舒适，能否体现城市特色和文化
内涵，都离不开城市景观布置。但城市景观布
置不是盲目蛮干，设计建设必须尊重自然、因
地制宜、减少人为干预。大量景观石的设置，既
无生态价值也无实用价值，只能说是一种用形
式主义规划城市的行为。

再者，景观布置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在
设计规划及实际操作上，为追求景观效果，就
能肆意挥霍财政资金。如中部某县2019年8月
的采购项目，一块景观石花费高达150.6万元
——一块石头真能卖这么贵？

可以想见，绝大多数城市的景观石，都难
言其为艺术品，因此，景观石在常识认知中，其
定价逻辑应该是石料价格与运输费、制作人工
费等常见费用之和，不应有溢出的艺术价值呈
现在商品价值之中。有违常识认知的反常事
物，有违市场规律的景观石价值，表明这些交
易背后或存在猫腻，而媒体的调查也印证了景
观石采购项目存在着部分官员“以石牟利”的
腐败行为。

石头市场“水”很深，价格标准不透明已然
被公众所知悉，对现有和已完成采购的景观石
项目重新进行价格核算，叫停不必要的景观石
采购项目，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流程，避免
财政资金大额无意义支出，这些理应是当下各
级责任部门及时亡羊补牢的措施手段。

当然，上述解决方案只是治标，并不治本。
耗费重金“移石造景”的深层次原因，仍旧是错
误的政绩观作祟。政绩观直接影响着一地政府
的全局性规划，错误的政绩观不被改正，问题
将不止于暴露在景观石采购、城市景观设计
上。既然能够在景观石这样无足轻重的事物上
耗费财政巨资，也就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同样浪
费财政资金，比如曾被报道过的同一条道路不
停被翻修的案例等。这也意味着，错误的政绩
观不改，天价景观石之后仍会有各种其他“天
价”出现在政府采购中，并导致腐败问题。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
最重要的政绩。因此，必须重申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除此之外，制度设计上
也必须进行考量，细化对地方主政官员的考核
标准，将大搞形象工程等形式主义工程的明确
排除，尽可能去除滋生错误政绩观现实土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陈城

外交部驳美卫生部长台大演讲：

停止政治作秀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驳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
在台湾大学发表的演讲，敦促阿扎
停止政治作秀，“集中精力救美国
民众的命”。

“我们再次正告美方，中方坚
决反对美台以任何借口搞官方往
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美国一些人切勿心存幻想和侥
幸，玩火者必自焚。”赵立坚在当日
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也要提醒台
湾当局，不要执迷不悟，甘当玩偶、
仰人鼻息、挟洋自重、以疫谋独的
把戏是死路一条。”

“关于抗疫问题，我们已经多
次以时间线的方式介绍中方抗疫
举措和成效，事实非常清楚。”他
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认真
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
和义务，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
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交出的抗疫答卷经得起时间和
历史的检验。中国为全球抗疫付出
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有
目共睹。”

他表示，反观美国，当前美国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例，
死亡病例逾16万。面对如此严峻的
疫情形势，美国卫生领域的主要官
员不坐镇抗疫前线、尽心尽责控制
好国内疫情，弃数百万在病痛中挣
扎的民众于不顾，远赴台湾地区政
治作秀。

“这位美国官员是否知道，就
在他所谓‘访问’的3天里，美国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15万，2000多人被
疫情夺去生命。美方官员这波‘操
作’再次证明，在他们眼中，美国人
民的生命和政治私利相比一文不
值。”赵立坚说。

“眼下美国疫情发展失控，这恐
怕同阿扎部长有着直接关系。我们
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底气和勇气，
竟然大言不惭地批评中国的抗疫成
果。”赵立坚表示，阿扎之所以批评
中国，是因为他想让中国当美国抗
疫不力的“替罪羊”。停止政治作秀，
集中精力救美国民众的命，这才是
一个卫生部长的本职工作。“这位美
方官员说，如果此类病毒出现在美
国等地可能很容易就被遏制。我们
期待他赶快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
早日遏制住国内疫情。” 据新华社

民航局单日发出三份
“熔断指令”

记者12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8
月11日，民航局单日发出三份“熔断
指令”，分别对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
公司EY862航班、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MU212航班、斯里兰卡航空公司
UL866航班采取熔断措施。

8月3日，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
司EY862阿布扎比至上海航班共有6
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自8
月17日起，该航线航班暂停运行1周；
8月5日，东航MU212马尼拉至上海
航班共有6名旅客核酸检测阳性，自8
月17日起，该航线航班暂停运行1周；
8月7日，斯里兰卡航空公司UL866科
伦坡至上海航班共有23名旅客核酸
检测阳性，自8月17日起，该航线航班
暂停运行4周。 据新华社

食堂向来容易滋生腐败，小到采购员、
大到总务领导，似乎动动歪脑筋，总有油水
儿可捞。而学校食堂，尤其是中小学食堂的
相关贪腐案，更是时常见诸报端：

2019年5月，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赵爱民等8人因食堂腐败问题被
立案调查；

此前，浙江曾查获一起巨大食堂贪腐，
涉案金额达到了400余万元，涉案人员包括
12名学校校长……

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长身体的重要时
期，每天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必不可少。然而，
偏偏有人在这上面打起了主意。在祖国的花朵
身上“薅羊毛”，这样的贪腐行为，违背法律，更
违背了道德良心。

从根本上讲，校园食堂之所以常有“油水
儿”可捞，与其背后的监管机制是分不开的。遏
制学校食堂贪腐，必须要建立从下到上、从内
到外，全方位、联动式的监管链条。

同时，校方对食堂的监管还必须明确权
责、责任到人，健全用餐陪餐制度。

2019年，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就表示，中小学幼儿园
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
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
记录。

此外，对学校主管部门来说，应当加强监
管，定期巡查，落实监督；或建立统一采购机
制，“统一采购、统一加工、统一配送、统一价
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服务规范”，遏制采购
配送环节的贪腐。

食堂反腐是教育反腐的重地，不仅关乎教
学质量，更关乎学生身体健康。从这个角度讲，
伸向学生伙食的贪腐之手必须斩断，监管必须
零容忍，不能鼓了个别领导的腰包，而扁了更
多学生的肚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吕京笏

她到案后曾否认自己违法犯罪

记者从江阴市人民法院获得的龚秀娟
一案判决文书披露了此案更多案情。这份
编号为（2018）苏0281刑初2177号的刑事判
决书显示，经查明，自2014年8月起，龚秀娟
负责江阴市山观实验小学后勤管理、食堂
管理、物资采购等工作。2015年9月至2018
年4月间，龚秀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负
责学校食堂物资采购等工作过程中，要求
江阴市蔬菜销售部负责人薛某、水果批发
商行负责人任某等7名供应商，先后96次采
用虚开送货单及发票（包括物资品种和数
量）的手段从学校食堂账目上报支费用，各
供应商将报支的费用提现后再交给龚秀
娟。在一年多时间贪污学生伙食费131万
元，相当于每名学生每天8.5元的午餐费中
有5元被克扣。

2019年1月，江阴法院刑事庭对原山观
实验小学总务处主任龚秀娟贪污一案作出
判决：被告人龚秀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并将违

法所得人民币1317800元，发还江阴市山观
实验小学。

判决书显示，2018年6月，江阴高新区
纪工委将被告人龚秀娟相关问题线索移交
江阴市监察委员会，江阴市监察委员会于
同月22日对该问题进行初核发现被告人龚
秀娟涉嫌贪污。2018年8月16日，江阴市监
察委员会对被告人龚秀娟涉嫌贪污一案立
案调查，被告人龚秀娟到案后先否认自己
有违法犯罪行为，后陆续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另查明，2018年6月，被告人龚秀娟本人
以及通过供应商上交至江阴高新区纪工委
196670元。案发后，江阴市监察委员会在被
告人龚秀娟家中保险柜扣押1万元。本院审
理 期 间 ，被 告 人 龚 秀 娟 亲 属 代 为 退 赃
1111130元。

家长称案发后学校伙食有改进

记者注意到，当时，在家长发帖曝光一
周后，山观实验小学学校公众号便开始公示

每周菜单，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2日学校放暑
假前。菜单显示每餐为一荤一蔬一炒一汤，
其中炒菜为荤素搭配，比如2018年5月28日
菜单为“红烧肉”、“豆腐碎肉”、“青椒肉丝豆
腐干”和“平菇榨菜肉丝汤”。评论区不少家
长表示“不错，改进了不少”、“菜色很丰富”、

“对照菜谱回家问一下孩子”。
“现在对学校的菜单挺满意的。”8月12

日，该校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她家孩子
刚在这所小学读完六年级，下学期升初中。
两年前学校食堂腐败事情曝光后，为向家长
公开餐食，学校老师开始在班级群里发布每
周菜单，每天的饭食荤素搭配，还有汤，“比
曝光以前稍微好了点，家长目前对学校食品
安全和孩子营养不担心了。”

记者注意到，龚秀娟被判决后，无锡市
委对全市568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671所食
堂进行专项巡查，并进行学校食堂治理改
革。2019年5月，巡查结果显示，江阴市华士
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赵爱民等8人同
样因食堂腐败问题被立案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罗丹妮

一块景观石150万
多地为何热衷“移石造景”
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须防止“以石牟利”的腐败行为

景区公园常有奇石“迎宾”、园
林绿地动辄巨石“压镇”……近年
来，部分地方在城乡建设中热衷花
重金“移石造景”引发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移石造景”所
用的景观石大多由政府采购，价格
畸高，有的一块石头数万元，高的
逾百万元。这类工程同时还助推一
些地方在河道无序取石，在山中乱
采滥挖，破坏生态环境。

一处奇景
秦岭附近公路转盘
堆670块石头造“小秦岭”

记者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环山
路沣峪口转盘看到，转盘的西南、东南、东北
方向，有人造的3座数米高“小山”，当地政府
命名为“松石园”，周边群众称之为“小秦岭”。

据了解，这处“小秦岭”为平地堆土移石
而成，所用土方均由别处运来。“山体”绿化
后堆积的景观石总数逾670块，大的重数十
吨，小的也有1吨重。

其中，西南角“小山”最高处约5米，“山
体”上移置的大小景观石逾80块，并建有“观
景亭”；东南角“小山”移置的景观石有260余
块；东北角“小山”上有近230块景观石；公路
转盘西北角虽然没有“造山”，但也移置了近

100块景观石。
沣峪口转盘紧邻秦岭山脉，本就满目山

石。附近一些村民说，这种花巨资“山下造
山、石旁置石”的人工造景实在没有必要。

西安市长安区政府部门公布的资料显
示，整个“松石园”景观建设面积约6.3万平
方米，花费资金3100余万元。

一种现象
景观石价格不菲 助推乱采滥挖现象

记者在陕西、河南等地走访发现，“移石
造景”并非一城一地个别现象。高速公路两
侧、城市绿化带内、广场、公园、景区等所谓
的“窗口”地区，成为“移石造景”集中场所。

一些基层干部说，这些石头景观是当地
领导热衷的“形象工程”，大都由财政出资采
购，投入不菲。例如，中部某县2019年8月“高
速连接线生态廊道景观石采购”项目，一块
景观石花费高达150.6万元。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石头市场“水”很
深，价格标准不透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容
易滋生腐败。记者发现，近年来，多地出现干
部利用或插手政府采购景观石项目牟利的
案件。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法院2018年审理
的某社区主任毛某职务侵占案显示，一块景
观石实际采购价近3万元，却虚开了16.5万
元的购置款，毛某将13.5万元据为己有；宁
夏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宁夏农业
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延案显示，在景观石
采购工程中，陈延分三次收受商人郭某共计

27万元贿款。
此外，多地受访群众反映，许多景观石

来自河道取石、山体开挖，对河道生态、山
体环境有一定影响和破坏。近年来，有的地
方河道无序取石、山中乱采滥挖现象屡禁
不止，“移石造景”“大石进城”是重要推手
之一。

一个建议
须防止“以石牟利”的腐败行为

2012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
发文对城市建设领域出现的形象工程、形式
主义等不良倾向进行规范。2018年，住建部
发布关于在城市建设中切实防止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通知，强调把“补短板、惠民生”
作为城市建设的出发点，严禁不切合实际的
挖湖堆山造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资源
与环境研究室主任娄伟认为，对一些地方用
财政资金搞“形象工程”的行为必须高度警
惕，从采购规模和价格上进行规范、限制。除
公园、景区可少量以景观石作为点缀，城市
建设项目不宜大量“移石造景”。因为石头不
同于树木，移置既无生态效果也无实用价
值。此外，公共景观建设不能追求奢华，购买
昂贵奇石就更不可取。

受访干部和专家建议，要坚决落实中央
和部门有关规定，加强对政府采购项目、财
政资金的审批，防止“以石牟利”的腐败行
为。 据新华社

重金“买石造景”
深层次原因是
错误的政绩观

小学生8.5元午餐费被克扣5元
总务处主任贪污131万元

8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视频丨无锡整治学校食堂腐败——一顿午
餐引发的改革》。其中提及的江苏无锡江阴市山观实验小学总务处原主任龚秀娟贪污
学生伙食费一案成为大众关注焦点。

记者了解到，此案由2018年5月21日，江阴市山观实验小学一家长发布在江阴某
论坛关于午餐问题的帖子引发。这篇帖子指出，该校学生伙食费是8.5元/每天，仅中午
一顿，但孩子吃的是火腿肠、萝卜、白菜、冬瓜海带等，尤其不能接受的是火腿肠也成了
常见的伙食。

当天，该校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情况说明，称学校食堂每日菜单是一荤、一炒、一素、
一汤，所以菜单安排了火腿肠、萝卜炒碎肉、白菜炒油面筋、冬瓜海带汤。而因部分食堂
员工外出体检，人手有所欠缺，所以午餐安排相对简单一些。

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时任学校总务处主任的龚秀娟贪污一事被揭露。

食堂反腐
是教育反腐重地
监管必须零容忍

香港暂停履行
港德移交逃犯协定

搁置港法移交逃犯协定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香
港特区政府 12 日分别向德国驻港
总领事馆及法国驻港总领事馆发出
通知，暂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定》，以
及搁置正待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法兰西共
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
人士的协定》。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通过法
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惯例。德国
及法国都制定了相关法例，但却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等事项为借口，分
别单方面暂停履行与香港特区签订
的移交逃犯协定和暂停批准与香港
特区的有关协定，公然干涉中国内
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香港特区政府对此坚决反对。德
方及法方将司法合作政治化，损害
了香港特区分别与德国及法国之间
开展司法合作的基础。为此，香港特
区政府按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暂
停履行港德移交逃犯协定及搁置港
法移交逃犯协定。

香港特区分别于2006年5月及
2017年5月与德国及法国签订了移
交逃犯协定。港德移交逃犯协定已
于2009年4月生效，而港法移交逃
犯协定则尚未生效。 据新华社

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高速公路出口设置的景观石

家长曝光的学生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