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2016.8.4��星期四 编辑 李成辉 陈香云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黄蓉A02 都市声音/要闻

视
点

封面编辑 / 丁兴威
封面美编 / 张元清
封面图编 / 言琼
封面校对 / 曾迎春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邮发代号：41-118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本报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号
邮编：410008

橘子洲被摘牌警示了什么

微议

来论 改地名，先算程序账再算经济账

国家旅游局3日宣布， 由于
存在旅游安全严重隐患、环境卫
生差等原因，根据专家组的复核
情况，国家旅游局依据景区质量
等级管理办法的规定，决定撤销
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重
庆市南川区神龙峡景区5A级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对安徽省安庆
市天柱山风景区、福建省武夷山
景区、 福建永定-南靖土楼旅游
景区，给予严重警告，限期6个月
整改。（见本报今日A05版）

如果说4A级景区代表国家
级标准风景区的话， 那么，5A级
景区则代表了世界级的品质。以
此为标准来衡量长沙橘子洲旅

游区， 显然已是名实不符了。国
家旅游局通报称，橘子洲旅游区
存在“景区安全隐患严重”“景区
环境卫生差”“景区旅游服务功
能严重退化”，以及“景区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比如，橘子洲景区
濒水游客集中区和临江游步道，
旅游安全巡查服务缺失。检查中
发现，时有游客翻越临江警戒线
观景或拍照，却无安全管理人员
制止或提示，景区有明确禁烟标
志，但吸烟者随处可见，未见工
作人员提醒制止。

橘子洲被誉为“中国第一
洲”，也构成了长沙“山水洲城”
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特色。洲

以人传，诗壮名城。当年毛泽东
在长沙橘子洲头挥笔写就脍炙
人口的《沁园春·长沙》，使橘子
洲名扬海内外。2004年， 长沙决
定对橘子洲进行提质改造，4年
多的辛勤劳动与精心规划，“一
个碧簪卧波、激流耸翠、虽由人
做、宛自天开的橘子洲景区呈现
在世人面前”。 可历经千辛万苦
站上5A级的平台后，为什么环境
卫生、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江
河日下、难如人意呢？道理很简
单，懒政惰政也。

“庸政懒政怠政， 也是一种
腐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
如此说。橘子洲旅游区不同于一

般的风景区，除小部分商业性项
目外，是不收费的，由政府拨款
维持运转，从而给懒政惰政者留
下了足够的空间，因为多做与少
做区别不大。国家旅游局果断摘
牌的举措，给长沙市有关部门敲
响了警钟。5A的精髓， 就是以人
为本， 得益于这种理念上的提
升，5A才上升到国际高度， 使中
国旅游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橘子洲旅游区的管理应该
从哪里破局， 如何保持环境优
美、服务周到、品质上乘、游客满
意的旅游品牌， 相信已不言而
喻。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
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
山市”， 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
了不少人关注。 有人就提议，算
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
（8月3日《人民日报》）

改地名的经济账， 当然要
算。不菲的经济成本，这也成为
不少人反对地方随便改地名的
一个最现实的理由。此外，对于
改地名， 诸如会否影响地方文
化的稳定性， 也多有讨论。但
是，改地名最先要算清的，还是
程序账。

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对地名

实行统一管理、 分级负责制。民
政部是全国地名管理的主管部
门，县级以上民政管理部门（或
地名委员会） 主管本行政区域
的地名工作。也就是说，地名的
更改， 最终要通过上级主管部
门的审批。而《地名管理条例》
则要求， 地名管理应当从我国
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保持
地名的相对稳定。 各地方的相
关条例也多要求，地名更改需征
求民众意见。

但现实中，多数地方改地名
往往只是在具体命名上征求一
下意见，走一下程序，而到底“要

不要改”则往往被省略。这种现
象的出现，既与惩戒处理不足有
关，即对于改好改坏或是违规改
名，缺乏足够清晰和有效的追责
制度，也与过度重视地名的“审
批申报”而忽视民众意见有直接
联系。所以在不少地方主政者眼
中，只要搞定审批，民众的意见
只是可有可无。

虽然不少地方的改名，在名
义上多出于发展的焦虑，但不可
否认，程序的规制不足，或是程
序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助
推了地方主政者对于改名的过
分迷恋，最终造成了不必要的浪

费和折腾。而在评判改名的正当
性与否上，社会舆论似乎也陷入
了“轻程序重效果”的窠臼之中。
如此，只能进一步激发改地名现
象的泛滥。

更改地名，本身只是一个中
性的行政行为，并不一定说改地
名就一定会损害地方文化的稳
定性，或是“拍脑袋”的决定。只
是在法治社会，评判政府的任何
行为，都要先看看是否符合规范
与程序，哪怕再有必要，也得按
程序办事。 只有这一点满足了，
才有资格来算经济账、 文化账。

■朱昌俊

“核算部就是一群傻子，
全公司都是警犬。”

成都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前员工陈某因与公司在工
作中发生矛盾而离职, 并写
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辞职
报告》且发布在了朋友圈,结
果, 被公司以其名誉权受侵
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陈
某被判败诉。

赫赫： 网络是现实生活
空间的延伸，网民即公民，在
网络空间发表言论也要遵守
法律边界，不可任性。

月光：“朋友圈” 也非法
外之地，发言还需谨慎。

吉喆： 此案具有样本价
值， 以后遭遇谣言诽谤等可
依法维权！

8月3日11时许，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当庭公开宣
判胡石根颠覆国家政权案，认定
胡石根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

胡石根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接受法庭判决，不上诉。

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处刑罚

公诉人指控， 胡石根曾因危
害国家安全被判处刑罚， 刑满释
放后仍不思悔改，自2009年后，以
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 网罗少数
不法律师和职业访民散布颠覆国
家政权思想， 指派勾洪国赴境外
接受反华培训， 与周世锋、 李和
平、 翟岩民等人密谋策划颠覆国
家政权， 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思
想、方法和步骤，指使翟岩民组织
职业访民， 通过在公共场所非法
聚集滋事、攻击国家法律制度、利
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仇
视政府等方式， 实施一系列颠覆
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庭审中，控
辩双方围绕被告人颠覆国家政权
罪犯罪事实、 主观故意以及被告
人与周世锋、 翟岩民等人相互勾
结情况进行了举证质证。

在法庭调查阶段， 法庭传唤
证人刘某平出庭作证。 公诉人依
法讯问了被告人，询问了证人，宣

读了证人证言，出示了书证、电子
数据，播放了视听资料。公诉人、
辩护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 被告
人及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
均无异议。

控辩双方发表各自意见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
绕被告人的犯罪程度、是否有悔罪
表现等，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胡石根在最后陈述时说，这
次对我的审判是公正合法的，程
序是严谨规范的， 办案人员是认
真负责的， 我的律师也为我提供
了非常专业的法律帮助。 我深深
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
性，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国家、社会
造成严重危害，也给自己、家人带
来了巨大伤害，现在想来，悔恨万
分。 国家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教
师，本该努力工作，报效国家，却
由于长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影响，出狱后不思悔改，在反党反
政府的犯罪泥潭里越陷越深。我
年老多病，两次住院治疗，党和政
府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
照顾。我要感谢警官、检察官、法
官和医护人员对我的帮助教育，
这次教育比以往任何一次法纪教
育都更为深刻，触动灵魂，我决心
以后不再参与反党反政府的活
动，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法公民。

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

法庭审理查明， 被告人胡石
根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判处
刑罚，2009年以后网罗具有颠覆
国家政权思想和对现行国家体制
不满的职业访民、 少数不法律师
等，以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散布
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积极培养、发
展其颠覆国家政权理念的代言人
和行动力量；伙同他人策划颠覆国
家政权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煽动、
指使他人炒作热点事件，继续实施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

法庭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胡石根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
成立。 根据胡石根犯罪的具体情
节， 其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犯罪的
积极参加者， 依法应在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胡石根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系累犯，依法应从
重处罚。 胡石根归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有坦白情节和
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
辩护人提出的经查属实、 于法有
据的辩护意见，法庭予以采纳。根
据胡石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胡石根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七年半
一审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接受法庭判决，不上诉

【思想危害】“胡石根以
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网罗一
些不法律师、职业访民，散布
其所谓‘国家转型’等颠覆理
论，并强化了颠覆国家政权思
想。” 公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
指出。

证人翟岩民说：“他网罗
各个群体中具有‘推墙’思想
的人，利用各种场合给我们灌
输‘推墙’思想，给我们洗脑，
利用我们这些人完成他的中
国‘和平转型’美梦。”

公诉人认为， 翟岩民、刘
永平、勾洪国等人正是在胡石
根所谓“国家转型”等系统化
颠覆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了
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
为， 严重破坏国家政权稳定、
危害国家安全。

【现实危害】 公诉人指
出，以胡石根为代表的非法宗
教活动骨干与以周世锋、李和
平为代表的少数不法律师及
以翟岩民为代表的一些职业
访民积极联络、相互勾结、彼此
策应，通过微信等即时通讯软
件进行沟通联系，并定期组织
聚会、聚餐，交流所谓的颠覆
国家政权经验，从而形成具有

组织性质的颠覆国家政权势
力。

“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
一日不拱卒。” 这是胡石根多
次鼓吹的“推墙”言论。多名证
人证言显示，胡石根深知自己
乃至非法宗教活动力量薄弱，
不足以“推墙”，却企图通过炒
作一起起热点案事件，不断激
化社会矛盾，通过“剔缝掏砖”
的方式逐渐实现“颜色革命”。

【国际危害】 公诉人指
出，胡石根指派勾洪国赴境外
参加集“藏独”、“疆独”代表等
反华势力为一体的培训，意图
联络各种反华势力，学习交流
对抗政府经验，接受推翻政权
思想和方法的训练，培植代理
人员，实施危害国家政权犯罪
活动，严重影响国家形象。

“胡石根本人无法出境，
他就是想将我培养成为一个
在国外‘民权’组织活动时他
的代言人以及在国内推行‘民
主’运动的骨干。”勾洪国在证
言中说，“通过让我参加这类
培训，接受熏陶。一旦国内爆
发‘公民运动’，可以利用我在
培训中的所见、所学来组织大
家对抗政府。” ■据新华社

“推墙”思想如何蛊惑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