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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河南省信阳市政府拆掉围墙的短
视频在网络流传，引起网友热议。发布这则视频的
网友称：“信阳市政府，可以进来玩。”视频画面中，
市民在信阳市委、市政府大楼前来来往往，有人遛
娃，有人摇扇闲坐，俨然一个纳凉胜地。

得知此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信阳市委书记蔡
松涛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没有什么稀奇的。未来这个
地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或者说开放式的办公
场所，供群众休憩、停车、活动。记者问到，未来市
委、市政府大楼的安保工作如何安排。蔡松涛称：
“我们就正常工作，正常开展，没什么影响。”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认为，拆除围墙、
开放大院是将公共资源与民共享，提升了资源的
利用率，也提升了老百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不只信阳
全国多地“拆墙透绿”
将公共资源开放给市民

记者梳理发现，机关事业单位拆除
围墙早已在全国多个地市开展。

早在1997年，时任重庆市政协常
委、经济日报社驻重庆记者站站长李晞
朦，先后3次撰写提案，倡议拆除人民大
礼堂周边的围墙，把人民大礼堂前的广
场，建成一个开放性的广场。从人民大
礼堂开始，重庆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纷纷拆围见绿。

2000年左右，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
拆除了机关大院的围墙。2008年，在“5·
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石棉县
党政机关单位的集中办公区域有所调
整，但“不设围墙”的惯例沿袭了下来，
群众可自由出入。

2011年，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委、
区政府将周边办公区域的围墙拆除。
2016年，四川省乐山市发文要求市级机
关带头拆除办公场所围墙，将封闭管理
的机关大院变为向市民开放共享的公
共场所，让绿于民、让路于民。

湖南省长沙市也是较早践行“还
绿于民”理念的城市之一。2014年10
月，芙蓉区政府组织人员拆掉了政府
大院的围墙，大院里的停车位免费对
市民开放。2015年4月，长沙市全面开
启“拆墙透绿”工作，要求区县政府自
拆围墙还绿于民，并完善相关便民设
施，将机关大院变成市民休闲的社区
公园。

2016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其中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
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
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
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
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此后，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湖南

省常德市、吉林省长春市、河南省南阳
市、深圳市坪山区、浙江省衢州市、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河南省周口市、河南省
三门峡市也都陆陆续续拆除了机关单
位的围墙，将停车位、绿化区等公共资
源进一步开放给市民。

“拆墙”之后
不止开放停车位和绿地
有地方还在节假日开放食堂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于2021年9月
起，陆续开放了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的停
车场。该市机关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机关事务中心、机关办公
楼这一圈围墙都已经拆除了，一是为了
方便群众停车，二是敞开门办公，能更
好地与市民打成一片。”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拆除单位围墙
之后，安保力量进一步加强了，设置了
巡逻的警卫和停车的引导员，且四周都
有监控。疫情防控期间，进入办公楼需
要扫码、测温、戴口罩，工作人员和进楼
办事的群众都是一样的。

今年3月，河南省三门峡市青龙涧
河部分路段沿路相关单位开展“拆墙
透绿”工作，这是三门峡市青龙涧河特
色文化商业街区项目的一部分。该市
城市管理局工程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竣工，二期刚刚开
始。通过“拆墙透绿”让出建筑红线内
的单位共10个，共拆除围墙712米。通
过拆除改造单位5个，沿街绿化覆盖率
提升130%。

记者询问拆机关单位围墙的决定
是市里自发的，还是应上级政府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这个上级没有要求，因
为现在越来越以人为本，之前人人都
进不去，拆了墙就等于把机关单位的
游园变成共享绿地、共享游园。他还告
诉记者：“决定拆除围墙时，机关单位
的工作人员心里难免觉得自己的活动

场地小了，但还是以大局为重。市民现
在反映很好，都感觉活动空间比以前
大了，以前都是在马路边隔着围墙进
不去，现在可以直接到游园里逛逛和
休息。”

在浙江衢州，拆除围墙后的机关
单位除了开放停车位和绿地之外，部
分地区还会在节假日开放食堂。该市
网信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碰到
大的节假日，比如国庆长假，政府会
把食堂“贡献”出来，外地很多游客可
以去食堂就餐，18元一份，有荤有素
有水果。

河南省南阳市去年7月制定了《南
阳市中心城区无围墙城市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并陆续拆除各机关单位围墙。
一名南阳市民向记者表示，目前市里所
有机关都拆了围墙，各单位的绿化变得
更好了，南阳市委门口的空地改成了城
市的绿地，老政府门前的小绿地也可以
自由进出。“无围墙城市”工程施行后进
出更加方便了。

专|家 |观 |察

“拆除围墙是提高政府亲民形象
的一种举措，也是文明进步和工作作
风改进的一种表现。”中央党校教授
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
拆除围墙可以扩大公共资源的有效
使用。比如，有些机关大院里边的绿
化、停车位等等一些资源都是闲置
的，开放大院以后，可以把这些资源
拿出来与市民共享，对提升城市的文
明程度、和谐程度、方便程度，提升老
百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都是很有意
义的。这是一种城市治理的指导思
想，尽量地优化、提升公共资源的使
用效率。

在各地推进“拆墙透绿”工作的过
程中，不免有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
会担心此举将影响到机关单位的安保
工作和管理。对此，竹立家表示，政府
办公大楼主要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都
是一些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需
要、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工作，
主要还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
个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他建议，拆除院
墙的时候需要把公共资源使用方面的
规定说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做，可以列个清单。

“拆围墙是一件小事，但是也体现
了一种进步。改革要一步一步来，有反
复、有起伏，一步到位的难度是比较大
的，根据老百姓的诉求和愿望一步步
地来，这才是正常的改革进程。”竹立
家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实习生 程祎晨 部分图据大河网

拆除围墙
提高政府亲民形象

是文明进步和工作作风改进的表现

涉“无人宾馆”刑案频发

2021年7月，小红在网上聊天时，偶
然加了一陌生人。虽未曾谋面，但你一言
我一语，对方的风趣幽默逐渐让小红动
了心。网上交往一段时间后，对方提出见
面的要求。小红想着就见个面吃个饭，便
毫不犹豫答应了。

2021年10月，对方再次联系小红，邀
请她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后，对方提出
自己在附近宾馆开了个房间，可以过去
坐坐。由于有了前几次积累的好感，毫无
防备的小红便答应了。没想到，到宾馆

后，对方便撕下伪装，强行与小红发生了
关系。事后，小红立即报警，警方将男子
刘某某抓获归案。2022年2月25日，刘某
某因犯强奸罪被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据刘某某交代，自己作案之所以选
择“无人宾馆”，就是看上了“无人宾馆”
无人验证身份，自己只要网上下单就可
凭密码入住的便利。

朔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
现，近年来，朔城区发生的多起涉“无人
宾馆”的刑事案件涉及强奸、介绍卖淫嫖
娼、非法拘禁等多个罪名。

2021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王某某
通过微信多次为未成年人小兰、小丽联
系嫖客，后王某某接送二人在朔州市多
家“无人宾馆”进行卖淫活动。2022年3月
25日，王某某因犯介绍卖淫罪，被朔州市
朔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今年4月，杨某某等人在朔州市某
“无人宾馆”实施非法拘禁、强迫卖淫等
违法犯罪活动。朔城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2年6月15日对杨某某等人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

检察机关出手及时“堵漏”

据介绍，“无人宾馆”主要分布在住
宅小区、公寓及商务大厦等地，通过美团
等线上平台发布信息，为顾客提供住宿
服务。

“以朔城区内摸排出的12家‘无人宾
馆’为例，均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特种行

业许可证，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未安装住
宿登记上传系统。”办案检察官介绍，由
于未进行登记备案，“无人宾馆”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比如在卫生方面，由于不受
监管，极易出现操作不规范、更换用品不
及时、消毒不彻底等问题，对顾客身体健
康造成威胁；在消防方面，由于消防设施
不达标，一旦出现火灾，严重威胁顾客的
生命安全。

“很多人看上了‘无人宾馆’的私密
性，这恰恰是最大的安全漏洞。”办案检
察官说，如果房间安装隐藏摄像头，个人
隐私将完全暴露。

与此同时，由于“无人宾馆”经营模
式的特殊，非常容易出现一人登记多人
住宿、非本人入住、带未成年人入住、入
住后无人监管等情况，极易滋生卖淫、赌
博、吸毒、性侵等违法犯罪活动，存在安
全防范设备配置不全、无治保组织等重
大隐患。

“现在的‘无人宾馆’基本处于监管
盲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监管部
门和监管职责。”办案检察官表示，“无人
宾馆”虽为新业态，实属旧事物，本质上
是酒店、旅馆，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等进行管理，应由公安、应急、
卫健体局履行相关监管职责。

鉴于此，朔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于2022年4月28日正式对此立案。之后，检
察机关召开了诉前座谈会、听证会，制发
了诉前检察建议，有针对性地建议行政机
关依法及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加强部门

协作沟通和信息共享，确保辖区内“无人
宾馆”合法、规范经营。各行政机关收到检
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研究整改措
施，大力开展专项查处整治。

入住“无人宾馆”要注意啥

当前，“无人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在
各地涌现。作为普通顾客，入住“无人宾
馆”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总的来说，个人选择‘无人宾馆’时
要多查多验。”办案检察官强调。

首先，在网上选择时要选择资质健
全的“无人宾馆”入驻。相关网站在上线

“无人宾馆”时也要先核验其资质，并同
时把相关资质资料挂在网上。顾客可以
通过订阅平台直接向经营者查验资质，
如果无法提供，就要谨慎选择了。

其次，在入住之后，要检查房间卫生
等是否有明显的问题，主动检查消防设
施是否完善，是否拥有完备的安防设施，
也可以通过一些设备查验是否有隐藏的
摄像头。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向相关部
门举报。

再次，住宿结束，要向经营者及时索
要发票，为可能产生的纠纷留存证据。如
果入住期间发现其他违法犯罪线索，要
在保存相关证据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案。

“在这里特别提醒女生尤其未成年
女生，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和陌生
人到宾馆酒店等没有第三方在场的场
所。如果遭受不法侵害，请及时报警！”办
案检察官说。 据法制日报

记者24日从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中国商飞公
司）获悉，C919大飞机
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
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
着C919适航取证工作
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
客机型号取证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表明飞
机设计符合适航条款要
求的重要方法之一。通
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
思想和技术路线，表明
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满足适航规章要求。六

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
任务，是C919大飞机项
目研制取得的重要阶段
性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
将交付给首家用户东航
的首架C919大飞机在上
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大飞机是中
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
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
民用飞机，2015年11月
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
5月成功首飞，目前累
计拥有28家客户815架
订单。 据新华社

又有地方银保监
局正局级干部被查。

7月24日，据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
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
河南省监察委员会消
息：中国银保监会河南
监管局一级巡视员李
焕亭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
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纪
律审查和河南省监察
委员会监察调查。

近期临近退休的
李焕亭，未能如愿。河
南银保监局也在今年
7 月悄然撤下了李焕
亭的简历，而在本月
初，李焕亭的简历仍排
在河南银保监局局领
导简介中的倒数第二
位。此前，他还曾担任
河南银保监局排名第
二的副局长。

简历显示，李焕亭
出生于1962年7月，河
南禹州人，1982年8月
参加工作，1984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自1998年起，李
焕亭便在河南地方金
融监管系统工作，先后
任河南省金融系统纪
检监察特派员办公室
副主任、正处级纪检监
察员。

2003 年原银监会
成立后，李焕亭便开始
在河南银监局任职，任
河南银监局人事处副
处长、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正处级），河南银监
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机
关党委副书记，河南银
监局监察室主任、纪委
副书记、纪委办公室主
任、银行业协会专职副
会长。

值得注意的是，
2012年1月，李焕亭出
任河南银监局农村中
小金融机构监管二处
处长，这一处室主要负
责辖内村镇银行、农村
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
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
检查工作。

据澎湃新闻

河南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
李焕亭临退休被查
曾负责村镇银行监管

信阳拆除市委市政府大院围墙

有何考量？
全国多地“拆墙透绿”背后

“无人宾馆”隐患重重 个人入住应多查验

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国产C919适航取证工作

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无人经营无人经营，，通过线上预约通过线上预约、、核验核验
身份及订单信息后发送密码到订购身份及订单信息后发送密码到订购
人手机人手机，，订购人即可自助入住订购人即可自助入住。。

近年来近年来，“，“无人宾馆无人宾馆””作为一种作为一种
新兴业态逐渐兴起新兴业态逐渐兴起。。由于其操作方由于其操作方
便便、、隐私性好隐私性好，，受到许多顾客尤其受到许多顾客尤其
是年轻顾客的喜欢是年轻顾客的喜欢。“。“无人宾馆无人宾馆””也也
衍生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名字衍生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名字：：无无
人智慧酒店人智慧酒店、、智慧宾馆……智慧宾馆……

然而然而，，在带给顾客方便的同在带给顾客方便的同
时时，“，“无人宾馆无人宾馆””也存在着重大安全也存在着重大安全
隐患隐患，，成为许多不法分子实施违法成为许多不法分子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的场所犯罪行为的场所。。

市民游览，书记回应：没什么稀奇，工作正常开展

拆除围墙后，信阳市委大院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信阳市民在政府大院内遛弯

7月24日，南京市
委市政府新媒体平台

“南京发布”发布“关于
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
日军战犯牌位事件调
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经调查核
实，在玄奘寺供奉侵华
日军战犯牌位者为吴
啊萍（女，1990年9月
生，大学学历，无曾用
名），自幼在原籍福建
晋江生活，2000年迁至
南京随父母生活，2009
年到北京某医学院就
读，2013年进入南京某
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2019年9月辞职去五台
山某寺庙当居士，2022
年7月22日被南京市公
安机关依法立案调查。

2017年12月18日，
吴啊萍到玄奘寺要求
供奉牌位，并在登记表
上填写“松井石根、谷
寿夫、野田毅、田中军
吉、向井敏明、华群（美
国人明妮·魏特琳）”6
人名字。当值僧人灵松
（1979年9月生，初中辍
学）询问被供奉者是其
亲属还是朋友，吴啊萍
谎称是其朋友。寺庙按
照每个牌位每年100元
标准、供奉5年共收费
3000元，灵松开具了收
据 ，注 明 供 奉 时 间

“2018—2022”，随后在
黄色牌位纸（9×4厘
米）上写下标注“友”字
的6人名字和“吴啊萍”
落款，塑封后摆放于地
藏殿的“往生莲位”区
第15排7—12号位，距
地面高度约3米。2018
年底，玄奘寺对地藏殿
进行修缮，陆续将牌位
全部撤下。2021年12月
地藏殿修缮完毕后，牌
位被摆回原处。

2022年2月26日，
一名女信众到玄奘寺
地藏殿寻找自己供奉
的牌位，僧人庆玄、禄

玄与几名游客一起帮
助寻找，其间发现了侵
华日军战犯牌位，一游
客拍下照片。庆玄随即
撤下5名侵华日军战犯
牌位，当晚将此事告知
住持传真，传真要求严
禁外传，此后一直未向
主管部门报告。7月21日，
拍照游客将照片发布到
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
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经公安机关广泛
走访、全面深入调查，
吴啊萍供奉侵华日军
战犯牌位属个人行为，
未发现其受人指使或
与他人共谋的情况。据
吴啊萍供述，她到南京
后了解到侵华日军战
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
石根等5名战犯的罪
行，遂产生心理阴影，
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
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
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

“解冤释结”、“脱离苦
难”的错误想法；同时
了解到美国传教士魏
特琳女士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
女性的善举，因受战争
刺激，回国后在家中自
杀，想通过供奉帮其解
脱。经调查，2017年3月
以来，吴啊萍曾因失
眠、焦虑等症状，先后3
次到医院就诊，并服用
镇静催眠药物。吴啊萍
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
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
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
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
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
在宗教活动场所为其
设置牌位，严重违背了
佛教扬善惩恶的教义
教规，严重破坏公共秩
序，严重伤害民族感
情，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涉嫌犯寻衅滋事
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据新华网

南京通报玄奘寺供奉战犯牌位事件调查情况

吴啊萍身份查明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