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作家于华作品
又获大奖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

月
"#

日记者获悉!我市作家于华的中篇

小说"雪坟#获第六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一等奖之

后!又一篇纪实中篇小说"我的初恋$获第九届海内外华

语文学创作笔会一等奖%

于华是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河南省作

家协会会员%

$%"%

年以来!于华的"我家三代教师梦$等

&

篇散文先后荣获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并有两篇散文

入选"中国最美散文$选本% 由于于华多年笔耕不辍&成

果累累!现被河南省文学院推选为河南作家中的'中原

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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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或转向带薪休假

!!!!!!

本报综合消息 运行
"6

年后!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

调会议于
!

月
":

日正式撤销!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

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之中%

!

月
7:

日!

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称! 国务院已批准建立国务院旅

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副总理汪洋任召集人
新组建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由分管

旅游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担任召集人% 副召集人由国

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等
:

人'团队组成(%

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的
$;

个部门!其中既有与旅

游产业直接相关的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铁路局)也有

旅游产业'支撑(部门!如文化部&食药监总局等% 除农

业部由党组成员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之外! 其他成员单

位的联席会议成员!均由副部长*副局长&副主任+担任%

规格高于!假日办"

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能包括五大

项,对全国旅游工作进行宏观指导)提出促进旅游业改

革发展的方针政策) 协调解决旅游业改革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等%

对比此前的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 不仅仅

是名称中的'协调(变为'联席(!不论是召集人!还是成

员单位!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均提格&扩容%

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的召集人是国家旅游

局局长!未上升到国务院领导层面%

关于举办第四期周口市
!道德讲堂"的启事
!!!!!!

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市文明办倾力

打造的高品位公益讲堂---第四期周口市'道德

讲堂(将于
$%76

年
!

月
7;

日开讲%本期'道德讲

堂( 由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专家团特聘专家&

河南国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李东山老师主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 讲座定于当日上

午
;*&%

在周口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第四期周口市'道德讲堂(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主办!市财政局&周口广播电视台和市社

科联承办% 李东山老师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结合大量的文史资料和

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

情和时代特色!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更好地继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

义!激励人们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市文明办联系电话!

;$2!2:%

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

周口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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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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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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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政策从假日旅游转向带薪休假"

一直关注假日旅游的全国政协委

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等受访专家认

为!撤销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后!

相当于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

室即公众熟悉的全国假日办也随之撤

销%近年来!我国旅游产业的一个热点话

题就是法定节假日的假期究竟该如何安

排. 这将是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面对的首个问题%

'公众的观念已经改变!/黄金周0&

/小长假0这样的调休休假方式!需要改

变% (蔡继明说!

$%%;

年取消五一黄金周

以来!全国假日办就屡次陷入'黄金周(

存废等舆论风潮中!'我国从
7!!!

年开

始采用/黄金周0休假方式!当时是出于

振兴假日经济& 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考

虑% 但法定节假日被旅游/绑架0后!引发

了人流集中等连锁问题% 随着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公众对休闲生活&旅游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赞

同挤掉双休日&拼凑/黄金周0&/小长假0

的休假方式% (

蔡继明表示!'

$%%;

年国务院颁布了

"带薪休假条例$!去年的"国民旅游休闲

纲要 *

$%7&<$=>=

年 +$!也没有提 /黄金

周0概念!而是多次强调带薪休假% 今年

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前不久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常务会议! 也是

重申带薪休假! 并且将落实带薪休假作

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

在他看来 !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

>=1?<>=>=

年+$提出了'

>=>=

年基本落

实带薪休假制度( 等目标!'国家旅游业的

战略发展!要求成立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

统筹& 协调下一步旅游产业发展会遇到的

问题!不仅仅是假日旅游的问题!因此组

建了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蔡继明认为!不论是民间!还是国家

政策 !都在从 '黄金周 (向带薪休假转

向!因此!撤销全国假日办!成立国务院

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也是顺应这一

变化% "王姝#

部际联席会议

!!!!!!

部际联席会议是为了协

商办理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

事项而建立的一种工作机

制! 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牵头

负责的 !名称可冠 "国务院 #

字样!其他的则统一称"部际

联席会议$%

今年以来! 已先后成立

了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 &新型城镇化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河南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

取消主管部门审批

!!!!!!

据新华社电
!

月
1:

日! 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关于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

月
1

日

起!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

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

织!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前置审批!可

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张正德表

示! 四类社会组织取消主管部门审批!

并不是说没有主管部门监管!今后'宽

进势必严管(%

个案

$黎明脚步%的尴尬经历

'如果你想早上起来跑步!我可以

天天喊你起床% (这是焦作人李晓栓用

'黎明脚步(的网名于
>==8

年
6

月发布

的网帖的标题! 从那之后!'黎明脚步(

成为焦作的一项全民健身活动!并影响

全国% 即便名声在外!'黎明脚步(成立

协会时却遇到了尴尬%

根据以往的规定!社会组织要'合法

化(! 要先找到所在行业的行政职能部

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审批%

'黎明脚步(在焦作有很大的影响

力! 但当地主管部门仍有不同意见!提

出协会的名字不能是'黎明脚步协会(!

而是'黎明脚步志愿者协会(%

'黎明脚步(在平顶山登记时闹出

了更大的笑话---'我们登记时批的名

字是/跑步健身协会0% 我们的宗旨是清

晨叫醒大家锻炼!但这个名字听起来和

社会上的体育协会没什么两样!和/清

晨叫醒0有什么关系啊% (李晓栓说%

解读

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审批并非废止

$双头管理%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张正德称!

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并不是说

废止了'双头管理(!当社会组织在发挥

作用!或政府购买服务时!还和业务主

管部门有密切的关系%

他介绍!根据"通知$!各级政府职

能部门是四类社会组织的业务指导单

位!只是原则上不再负责四类社会组织

登记前的审查工作!但还要继续对已登

记社会组织进行工作指导!并通过制定

导向性政策&实施资金扶持&转变职能&

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预计登记量不会爆发式增长

张正德说!从
>=1>

年开始!我省已

开始在郑州&安阳&新乡等地试点部分

社会组织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根据

试点情况!两年来 !社会组

织的登记数量并未出现爆

发式增长%

'郑州从
>=1>

年试点

开始!至今直接登记的社会

组织有七八十家% (张正德

说!目前每年社会组织登记

增长率在
:@

左右! 全省四

类社会组织取消前置审批

后!增长率将提高
7@

%

他预计!实施直接登记

后!民间社会组织的申请登

记数量!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增长!但不会出现爆发式或

井喷式增长%

他表示!对于省级的社

会组织!登记时还是会考量

一些硬性指标的!比如需要

有一定的能力&资金保障和

办公场地等%

$宽进%势必$严管%

张正德表示!取消主管

部门审批!并不是说没有主

管部门监管% '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

槛 ! 今后监管将更加严

格% (

他表示 !今后 !民政部

门将从四个方面加强对社

会组织的日常监管%一是年

检%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取消社会组织的年检还为

时尚早!社会组织每年要向

民政部门提供工作&财务支

出方面的报告%

二是大事报告制度% 社会组织的换

届以及其他大型活动要提前报告!对于

不合适的活动!民政部门将及时叫停%

三是业务主管单位发挥指导作用!

和社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建立联合

监管机制! 逐步实现社会组织自愿成

立&自我运作&自聘人员&自理会务%

四是加大对违法非法社会组织的

查处力度!对于违法活动!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名词解释'

"

解读

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 个体工商户自愿组

成
A

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行业协会或商会

具有相同籍贯的企业#企业家由于企业发展需要$自愿发

起成立的地域性商会以及异地商会

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技成

果评估#科学技术知识交流与普及等业务的社会组织

从事扶贫济困#救孤助残#助老扶弱#赈灾救

援以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

公益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服务# 慈善救助#文

化娱乐#社区协同管理等服务的基层社会组织

根据%通知&$社会组织申请成立$由登

记管理机关直接受理$ 不再需要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登记程序分为名

称预登记#成立登记#核发证书三个环

节$具体详情请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