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市第五届戏剧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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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随着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表演的"珍珠塔#在周口人民

会堂圆满结束!标志着周口市第五届戏剧大赛落下帷幕$

周口市第五届戏剧大赛历时
!!

天!来自全市
!!

个剧团的精彩表演让我市戏

迷过了把戏瘾$ 晚报记者 王晨 摄 线索提供 徐程 武娟

我市筹办首届网络春晚

网友做主 草根联欢

!

晚报记者 李伟

本报讯 主打网络文化! 盘点网络热

词" 网络事件" 网络红人#$

$"!%

年
$

月! 周口市首届网络春晚将在市广电中

心演播大厅举行% 目前!这台晚会已进入

演职员报名招募阶段&

本届网络春晚虽由中共周口市委

宣传部 '周口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办公室 " 周口广播电视台主办 !但

推行 (网络春晚 '网友做主 )的原则 !导

演 '演员 '主持人都面向大众招募 !节目

内容'形式也将被深深打上草根烙印& 晚

会将被打造成一档脍炙人口' 网络热播

的草根联欢盛会! 从而秀出一批本土网

络新人&

据晚会组委会介绍! 周口市首届网

络春晚将集结'盘点历年网络热词'网络

事件 '网络红人 !节目表演形式不限 !内

容多样且体现周口本土特色' 彰显周口

本土文化& 经过网友报名'海选'复选等

环节! 晚会最终将于
$"!%

年
$

月在市广

电中心演播大厅上演&

届时!周口网'周口网络电视频道将

同步直播晚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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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

月
!

日上午!由川汇区文明办主办的%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在周口七一路一小

举行!来自周口中心城区
!#

所学校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据悉!读中华经典帮助孩

子认识'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使得爱国思想在他们心中萌芽$ 晚报记者 宋风 摄

老年体育爱好者有了自己的!家"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

!

晚报记者 王凯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市老年人体

育协会成立大会在市体育局召开! 随着

*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章程+ 的审议通

过!我市老年人体育爱好者有了正式统一

的协会组织%

据了解!老年人体育协会的主要任务

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协同有关部门!组

织和指导开展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举办

全市性的老年人体育比赛或者承办全省

性的老年体育活动,表彰先进!培训老年

体育骨干% 根据规定!各县'市'区及其他

协会认可的合法老年人体育组织和个人!

在承认协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协会的前

提下!经协会委员会批准成为协会的团体

和会员!接受协会的业务指导%

据悉!加入协会的会员可优先参与协

会组织的各项比赛活动!对协会有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力!同时按照规定也具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会员也需要承担按

规定交纳会费!积极宣传'组织和推动本

县市区'本单位'本系统老年人体育活动

的义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委员会办公地

点设在市体育中心!会员入会首先要自愿

提出入会申请!承认协会章程!所在单位

或者体育组织推荐!经老年人体育协会委

员会批准后成为会员!由协会发放统一印

制的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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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压缩文件 !6"万

!!!!!!

据新华社电 鲜红庄重的抬头' 盖红印

章的文尾!本该严肃权威的(政府公文)!却不

时让网民感叹(也是醉了)-有请求将犯罪嫌

疑人取保候审的!有批评食堂(菜里没有肉)

的!有要求完成(罚没)与年终奖挂钩的##

不止文件内容(奇葩)!(文山)泛滥程度

更是触目惊心%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全国已压缩各种文件
*+),-

万个%按每

个文件
*

张
./

纸保守估算! 连起来长度达

011

公里!厚度相当于
0)

层摩天大楼% 一些

地方公权乱用'滥用的(尚方宝剑)背后!既

暴露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也暴露出依法治国

观念淡薄的畸形权力观%

百万文件漫天飞 多少%红头&惹闹剧

全国压缩文件
*+),-

万个!下降
(1,23

!

意味着压缩前文件超过
2))

万个% 按一年

(0)

个工作日计算! 相当于每天发文
0)))

个% 漫天的文件中!有多少是具体落实办事

的. 又有多少只是为了(喊一嗓子)的.

内容空洞"没有实质意义的文件在公务

机关屡见不鲜& 你一个(传达上级通知)!我

就一个(精神贯彻落实),上级出(重要指示)!

下级就(情况简报)!结果就变成(你发文我发

文大家发文!你通知我传达无人落实)&

作为特有词汇!(红头文件)本是对权力

机关或部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的俗称 !然

而!各种文件滥发闹剧的上演!引发重重质

疑-制定不规范!极易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滥

用公权的又一缩影&

(出格文)///(家规)大于国法& 在依法

治国的框架下!红头文件不能僭越法律的底

线& 然而在一些地方!(黑头0法律1不如红

头!红头不如笔头0领导批示1)!行政意志与

法律(较劲)的现象至今未绝&

()*/

年
/

月!网帖曝出湖南省双峰县县

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

嫌收购
(0

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

候审!事件最终以当地(坚决杜绝)告终&

(创收文)///发文创收争利! 成部门

(自留地)& 最近曝出的河南省工商局下发文

件!对罚没收入要求(承包到人"实地跟进)!

与各项经费福利挂钩& 文件沦为一些部门创

收的(自留地)!(公权打劫)的现象并非个案&

(掐架文)///部门文件打架!企业遭殃

受罚& 部门政策限于各自的小圈子!出现本

位化"利益化倾向!没有站在国家层面上宏

观思考!最终买单的却是企业和消费者&

%文山&高耸%权&为径 %红头&无穷%利&作怪

如果仅仅是数量繁多的(文山)!一句压

缩精简即可解决问题& 而笼罩在 (文山)过

多"过滥背后的根本!却是红头文件权力无

边界"程序不规范"主体常越界"落实无监管

的尴尬局面&

///遇事不辨缘由!发文就是工作& 一

些基层单位对行政权力认识不清!碰到事情

不问是否合适!以发文表示重视!以发文开

展工作& 以特急电文的形式某地团委为快女

拉票,工商局发文拉票!以确保其局长获得

(杰出经济人物贡献奖),江西赣州市章贡区

沙河镇纪委发红头文件批食堂(拆迁任务重!

菜里却没肉)$$该管的"不该管的!都先(发

文)!暴露文件制定不规范"权力无边界的乱

象!(公章)沦为公权滥用的(尚方宝剑)&

///发文程序不清!(文件) 随意制定&

某地协会打着当地质监局的(旗号)!向企业

发入会邀请函和调查通知!被质疑是(拉虎

皮扯大旗)&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

授陈永国说-(每个2红头3都有章!每个章后

都有权& 大大小小的2红头3后面!有的往往

是个别领导'少数部门2拍脑袋3!程序不清'

缺乏制约& )

///文件期限不明确! 落实 (我行我

素)& 河南新郑一商户跨区用盐!因违反*河

南省盐业管理条例+(饮食加工用盐单位'营

业性饭店以及机关' 事业单位的集体食堂!

必须从当地食盐经营单位购买食盐)而被罚

款& 事件虽以道歉'退罚款和还盐告终!但有

违客观实际的(红头文件)条款何能(威力依

旧).

0

月陕西就规定!

10

岁以上老人可免费

进入旅游景点! 直到
*)

月有景区才开始执

行$$文件早早发出'落实(姗姗来迟)的事

例并不鲜见&

莫让%文山&折政府威信'损百姓权益

挂着(鲜红)的章子!喊着(重视落实)的

号子!(红头文件)层出不穷的现象背后!不仅

影响(文件)的权威性!更降低了行政效率!削

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习惯性(发文)的思维!

短期看是重视!长期看会形成(懒政)惯性!

结果是(不发文不研究!不开会不落实)&

近年来 ! 全国开展了多次清理活动 &

()*)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的意见+规定!对与上位法不一致!或相互

之间不协调的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今年*行政诉讼法+修

订草案中!为遏制(红头文件)滥发之势!确

立了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

专家认为!对(文山)的争议焦点!一方

面是一些公共权力(越权错位)!超越自身权

限(管了不该管的事),另一方面是该管的没

有落实!文件执行力打折扣&

陈永国建议!需建立相应的红头文件出

台法律审查程序!为文件的下发设立安全阀

门,(谁签发谁负责)!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

制!才能及时纠正为了审批'许可'收费等目

的!导致(文大于法)的问题&

而出现(新婚夫妇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

达三年无果)'(拿着红头文件'材料齐全!就

是办事无门)等情况!则是文件执行不力造

成百姓权益受损&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

殷啸虎提出!要杜绝红头文件打架'(以文件

落实文件) 的情况!(减少部门利益争端!要

设立明确部门职能和解决行政执法争议的

规章制度& 强化既定文件的落实和执行!做

到2无事不发文!发文必落实3& )

弘扬国粹 传承经典

周口通信传输局护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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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线路两侧各三米
范围内严禁植树! 建房!打
井!埋坟!挖沙!取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