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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象地板基于!圣象"品牌经过近
!$

年的积累和

沉淀#选定国内重点市场#由圣象集团总裁总裁翁少斌

先生$率领集团高层总监级领导团队全国
"444

家专卖

店巡回限时签售#以最大幅度让利全国消费者% !签动

中国"截止目前已经举行
!,$

场#在
34!"

年
#

月
34

日

将在周口龙都国际广场拉开周口站首场大幕&

提起圣象地板#相信很多消费者都并不陌生% 圣象

集团成立于
!556

年#

!$

年来圣象始终站在行业的前

列#并以其!专业品质#值得信赖"的品牌核心价值和

!用爱承载"的品牌理念#创造了一个个!第一"#引领着

整个行业的发展% 圣象地板的产品涵盖
*

个品类#多层

实木地板$强化木地板$三层实木地板#连续
!,

年蝉联

地板行业销量榜首%

为答谢周口用户对圣象的一贯支持和信赖# 周口

圣象专卖店将在
#

月
34

日上午
5

时
!!

分至
!!

时
!$

分与周口的广大市民零距离接触# 举办零利润惠动中

国巡回签售活动%

据圣象地板周口负责人张小坤透漏# 此次规模如

此庞大的签售活动# 在圣象地板入住周口十多年以来

还是首例& 活动当天#集团总裁现场公布价格#强化低

至
,5

元#多层实木低至
!$5

元#三层实木低至
3$5

元#

纯零利润裸板销售#除此之外#还将推出欢乐砸金蛋活

动#并有海尔冰箱$太平金象等多重大奖#中奖率百分

百%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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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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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 复旦大学的官方

微博头像由原来的红色黯淡成黑白!这所著名

的高等学府!在第一时间以这样的方式痛悼她

优秀学子的离去"""当天下午
"

点
3"

分!复

旦大学投毒案受害人黄洋终因多脏器衰竭!离

开人世# $据%人民日报&报道'

(家长失去爱子!学校失去宝贵学生)!复

旦大学官方微博这样写到#年轻而优秀的医学

硕士黄洋!他原本可以继续深造!去感受医学

的魅力*责任还有艰辛+他原本可以继续他的

梦想!用他的努力去报答年迈的父母+他原本

还可以继续他的西部支教路!用他的爱去温暖

那些幼小心灵# 然而!年轻的生命却因为另一

颗年轻黑暗的心!终止于他最灿烂之时#

据复旦校方通报!警方已基本认定同寝室

同学林某有犯罪嫌疑!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过

程中# 且不论投毒者杀人动机如何!是(故意)

还是(误伤)抑或其他!是对被害人的优秀羡慕

嫉妒恨也好!或是心理扭曲导致的极端行为也

罢! 单是其对寝室内饮水机投毒这一行为!就

令人唏嘘不已!究竟是什么样的怨怼!使得投

毒者的内心燃烧起如此仇恨的火焰!猛烈到必

须以毁灭他人的生命来平复,

复旦大学投毒事件发生后!有学化学的网

友惊惧!有那么多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有毒化合

物伸手可触!岂不是处处充满危机,其实!最令

人恐怖的不是有毒物质!而是人心#从
!556

年

清华大学*

!557

年北京大学两起铊盐投毒事

件!到
344#

年马加爵案*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

毒事件! 再到
3447

年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

案# 那一颗颗漠视生命的心!一颗颗扭曲的心

灵!震惊社会#

复旦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得知这一事件

后!在校园某一实验室的橱窗内!愤而写下(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追问究竟是什么造就

了犯罪嫌疑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而这何尝不

是社会的一个普遍追问,当我们痛恨于这些残

酷的行为*震惊于这些扭曲的心灵时!我们是

否也想过!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过程

中!家庭*学校*社会!是否像重视他们学习成

绩*关注考上什么名校那样!重视他们的心理

健康!做他们心灵的(牧羊人),

虽然!类似极端事件仍属于个案!并不代

表今天大学生# 但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

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不容轻

视# 调查表明!近
#4+

的大学新生和
64+

以上

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

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

出的四大(心病)#如今!各种竞争压力更大!如

果不能及时关心*疏导排解这些心病!任由恶

性生长!就可能出现又一个(马加爵)#

要成才!先成人!一个心智健全*人格高尚

的人!其之于社会的作用!恐怕是大于那些学

富五车* 却不惜为了自己而损害他人利益的

人#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恐怕不能因为高

校投毒案的极端性!而忽视了对社会*对教育

应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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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至少要提高十倍才行!到
"4

到
#4

元一吨# )

近日!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柯如此表示!

并给出独特解释-(目前用水成本在家庭开支中占比

小!没有家庭因为交水费而交穷的# )

8

据%证券市场周

刊&报道
9

感谢汪董事长!把我们的家庭开支算得这么细#可

哪家只用水呢, 总还要用电*用天然气*上网*交通*租

房吧, 统统加起来!可不是小数字!且这些开销大多数

攥在垄断企业手中!想议价也找不到地方!如果相关企

业都拿出同样的借口来!可怎么得了,

水价上涨
!2

倍!如果能遏制浪费!涵养资源!未必

不可讨论# 但问题是!这样做真能起到预期效果吗, 在

稀缺资源的分配上!应该靠市场!还是靠权力,

表面看!把资源放入自己的囊中!想收多少钱就收

多少钱!效率似乎最高#然而!古往今来无数案例表明!

这恰恰是效率最低的方式!因为无法监督!必然滋生腐

败!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 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分

配方式在根本上扭曲了公平! 将使有资源者和无资源

者的矛盾激化!随着周期性崩溃到来!好不容易聚集起

来的资源很可能在动荡中被彻底毁坏#

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关键在建立合法性#

市场在波动! 价格调整难以避免! 在良好的市场

中!消费者与企业对等博弈!各有所得!相反!如果权力

过多参与其中! 游戏规则就变成了企业与消费者争相

游说权力!这就成了零和博弈!走入(最坏的市场)中#

不论结果如何!权力都会成为受指责的对象#

这是值得担忧的倾向!即-企业打着(保护资源)的名

义公开掠夺# 不论是凤凰镇门票涨价! 还是水价 (涨十

倍)!看不到企业对消费者的丝毫协商态度!相反!呈现出

的是一副蛮横的嘴脸!分明在暗示着!它们已经绑定了权

力!从服务者升格为管理者!当企业也开始(高瞻远瞩)!

完全不屑于与升斗小民们讨价还价时! 这其实是在为我

们的社会制造着负能量!是在预约着下一场集体灾难#

水作为公共资源!要靠制度来管理!如何分配!是

否提价!需经合法的程序才能执行# 放两句狠话*撒撒

娇这样的盘外招!应被屏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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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

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媒体发表%包容性增长中

的财税改革&一文!提及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三种途径!

其中一种是以发展成果的再分配来实现! 特别强调发

挥政府的作用# 在他看来!(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

是靠自己奋斗!人民的幸福感也并不见得很高# )

确实!仅从理论视野衡量!楼继伟的论点本身并无

问题!过高福利!容易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养懒汉)*激

励力度不够等# 北欧国家的实践亦证明这一点!目前这

些国家经济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

不过!由此推及中国当前情况!(过多靠国家福利)

则是个伪命题# 这或许是多数民众对楼继伟观点有异

议的直接原因#

整体来看!中国较之福利社会还很远# 比如!社保

依然未能覆盖全民! 养老保险的总数刚达到
7:6

亿人!

不少民企*民工和被征地农民没有养老保险+基本医保

问题和漏洞甚多!(病不起) 问题依旧! 高昂的医药费

用!让民众不堪重负#

所以!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医保!还是

养老保险!都没有做到(应保尽保)# 而且!社保的行业

差距*(身份)差距明显# 社保(双轨制)持续存在!更是

让多数民众难以享受福利支出所带来的应得利益# 还

有!高昂的房价!透支了百姓绝大部分收入!甚至数代

人的财富#

故而!现在开始担忧(过多福利)!是过于(超前)#

西方部分国家!之所以陷入(高福利陷阱)!主要原因在

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福利支出的增长# 中国

的情况恰恰相反# 过去不少年份!财政税收都以
34;

以

上的速度增长!每年高达十几万亿元财政总量!十分庞

大# 而社保支出增幅!远远不及财政税收增长# 两相对

照!(过多福利)!还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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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非

餐具不消毒!一盆水可洗数百

套碗筷+烤肉变味猛加料!过期点

心配料继续使用+ 烂香蕉做比萨!

吃剩餐点再回桌+厨师喝完罐头果

汁再取用果肉!感冒的厨工边擦鼻

涕边拌凉菜..记者暗访发现!金

汉斯西直门店的食品卫生状况令

人发指# 目前!金汉斯方面发表声

明! 称认真核查金汉斯西直门店!

并要求全国门面自查# 同时!感谢

媒体的监督#

看过金汉斯的后厨!相信能给

不少(吃货)省下好几顿饭#在国内

拥有
$4

多家连锁店的廉价餐厅!

后厨卫生状况如此糟糕!竟仍能照

常经营继续坑害顾客!是企业心黑

胆大!还是有关部门目塞失察, 民

以食为天!不管住这些令人揪心的

后厨!民众寝食难安#

从三鹿奶粉* 苏丹红到地沟

油!或许是因为国人已经历过太多

食品安全事件!所以当金汉斯那令

人作呕的后厨曝光时!人们并没有

表示过分的意外#没吃过的暗自庆

幸!吃过的甘认倒霉!甚至还有人

自我安慰地说-眼不见为净# 但国

人真有这么豁达吗,疯抢海外奶粉

的例子表明!接受这个现状不过是

食品安全监管缺失之下的无奈选

择# 今天不吃金汉斯!明天也可能

吃到银汉斯!既然吃到什么自己都

做不了主! 那也只能 (拼命一吃)

了#

后厨与老百姓的餐桌之间有

一堵门!经过这堵门端出来的是新

鲜的果蔬还是变质的鱼肉!更多取

决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责任心

与职守#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后厨千疮百孔的金汉斯已不符

合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资格!理应吊

销其经营执照*严厉查处# 庆幸的

是!据最新消息!卫生部门已经立

案调查!并对金汉斯连锁餐饮门店

进行检查! 约见了企业相关负责

人!调查结果也将今日公布# 有关

部门应该以此为契机! 杀鸡儆猴!

整饬那些肮脏的后厨#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混乱的后

厨不足以提供安全的食物!机制不

完善的食品安监体系只能疲于应

对多发的食品安全事故#有关部门

必须严肃考虑!如何通过建设社会

信用体系*借助民间组织力量等多

种方式织好这张食品安全保障网#

UV/WX

(教育局长来授意!

专营校服谋暴利#领导老

父台前唱!学校没有反抗

力#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

县教育局副局长蔡志涛

家庭名下房产过千万!并

垄断当地校服生意#其父

亲经营的爱格乐制衣有

限公司正是紫金县中小

学校服的指定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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