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电动车上牌”传闻再引网友围观

最关心上牌费用
最担心管理成效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攀升，成为新的马
路杀手。目前，河南正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拟
对电动自行车上牌管理。因电动自行车涉及管理部
门众多，该办法仍在讨论和修改中。你支持电动车上
牌照吗？”6月 3日，@大河网发布的一条微博使电动
车上牌问题再次成为网络热点。在新浪网做的调查
中，有近半数网友支持电动车上牌管理，但也有网友
担心上牌后是否真的有效。

@GLSPACEX：电动车闯红灯、占右转道虽然很
讨厌，不过换个角度考虑一下，如果道路管理和设计
跟不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爱暖心田：电动车上牌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
为什么一直实施不了？有人说是因为郑州的电动车
太多，上牌管理有难度，但这是迟早的事。电动车管
理好了，城市道路面貌必定有很大改善。

@郑在Happy：每天早上经过东风路和中州大道
那个右转口，都会被闯红灯的“小电电”弄得没脾气，
上牌后对于那些刻意违章的电动车驾驶员来讲，是一
种无形威慑，别以为违章了找不到你!

@smxwytt：电动车上牌管理绝对是好事儿，但违
章了如何处罚？能否严格执法？这才是真正要注意
的，不能只上牌不管理，这就失去意义了。

@未来星可复制：我觉得电动车管理的难点是违
章人太多，如果交警站在路边罚电动车，那么这一天
就什么也别干了。所以上牌后该如何管理，才是该思
考的。

@绝对-爱恋VS：我最关心的是上牌的费用，别
太贵，骑电动车的都是工薪阶层啊！

有问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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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成立“西瓜办”，某些网络大V、著名公知不调查清楚就拍砖，遭网友吐槽

弄清事实再传播，行吗？
点击真实：近几天，一个经过认证的官微“@西瓜办”走“红”网络，引发网友围观。根据认证资料，这是郑州市西瓜办的官方微博。有网友

说，老百姓种植和销售一种农副产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现在农民种植和销售西瓜，政府就设立一个“西瓜办”，那如果农民又种辣椒、茄子、
西红柿等，政府部门是不是再设立“辣椒办”、“茄子办”甚至“西红柿办”？此种观点经过@青岛晚报、@中国企业家杂志等在网上转发扩散后，引
发一些网友质疑。随后经河南本地媒体报道，郑州“西瓜办”的真实情况被网友所知，那些在网上不负责任乱传信息的大V被网友吐槽。截至 6
月 3日 12时，有 624万网友参与#西瓜办#话题讨论，实时微博达 192万条。

郑州市西瓜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焦点网谈记者分别采访郑州市西瓜办、瓜农等，并针对网上这种不明真相就拍
砖的现象，邀请了社会学专家对其点评。

针 对 网 友 向 郑
州“西瓜办”提出的
疑问，焦点网谈记者
6 月 3 日采访了“西
瓜办”的工作人员。

@中国企业家
杂志：据悉，凡进入
郑州市摆摊卖西瓜，
必须持有郑州西瓜
办及行政执法局和
交警大队盖过公章
的 通 行 证 方 能 进

城。显然，这个“西瓜办”有点像
“一夫当关办”，没有他们开出的
所谓“通行证”，会遭遇城中交警
的驱赶或执罚，瓜农也只能望瓜
兴叹。

@西瓜办：西瓜办不是一个
政府常设机构，而是一个临时机
构，每年西瓜上市以后，从全市各
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自成立以
来，都是以服务为宗旨，一不收

费，二不盖章，主要协调相关多个部门、多个
层面的具体工作，服务好瓜农，服务好市民，
服务好城市管理。我们主管市长对“西瓜办”
提出了三条具体要求：服务好瓜农就是服务
好市民；进城不能乱城；让热情、热心化解热
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一般的农
用瓜车是不能进城的，只有符合标准的厢式
货车才可以进城，西瓜办每年都会提前协调
公安部门，为这些车主开设绿色通道，免费办
理通行证。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农用瓜车，进
城后就需要“西瓜办”的协调。为了解决瓜农
占道经营问题，“西瓜办”要协调城管、社区办
事处等及时引导，为他们提供场地，为了确保
安全，尽量安排他们在有监控的地区，同时还

帮助他们解决饮用水和如厕等问题。
@青岛晚报：郑州“西瓜办”一位负责人

说，“西瓜办”是临时机构，一不收费、二不盖
章、三不办证。既然如此，那么还有存在的必
要吗？设立一个部门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按
照负责人的说法，那里基本属闲差。西瓜种
植有农委，西瓜坏了有食安办，不知道这个

“西瓜办”是怎么来的？
@西瓜办：“西瓜办”已经成立好几年了，

我们需要辩证地去看待“西瓜办”。郑州对西
瓜的消费量较大，更重要的是附近的中牟县
是主要的西瓜产地，也是当地的名优产品，是
很多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一到西瓜上
市，问题就接连出现，不是农民的瓜卖不出
去，就是郑州市民吃不到瓜，后来就是瓜农和
市民以及相关部门的矛盾冲突。成立“西瓜
办”就是要协调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难题，让
瓜农能尽快把瓜卖出实现增收，让市民能便捷
地买到西瓜，同时还要协调各部门，保护好城
市环境和交通安全。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整
体销售情况指导瓜农错期种植，拉长西瓜上市
期，并做好宣传工作，让中牟西瓜这一品牌走
出郑州，让中牟西瓜不再依赖郑州市场。这几
年进城卖瓜的农用车在逐年越少，说明中牟西
瓜的省外市场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西瓜市场
成熟了，瓜农们只管种瓜，把销售交给专门的
人去做，这时候我们也就彻底解脱了。

@湖北佳贝：你怎样看待网友对“@西瓜
办”的质疑？

@西瓜办：“西瓜办”推出官方微博就是
为了更好地做好服务，接受监督，让我们的工
作更透明，更高效。网友质疑我们，一方面是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新事物，另一方面说明
我们与网友沟通得还不够到位。我们会虚心
接受网友的监督和建议，改进工作，用实际行
动做好服务。

大河网网友“岁月不留痕”：卖瓜难，你们
说政府不作为，现在帮着瓜农解决问题，你们
说这是浪费资源，光用嘴说，不去调查，作为
公知、大 V，请你们自重。

@赵云龙：去年郑州城管组织买爱心瓜
不见你们提及，成立个为瓜农服务的“西瓜
办”，提供免费摊位错到哪儿了？

@辟谣与真相：瓜贱伤农，某些公知大骂
“政府不管农民死活”！政府不增机构、人员、经
费，不收费、不办证、不盖章帮农民卖西瓜，你们
又说“这是把权力寻租做到见缝插针的行径”！

大河网网友“9898”：质疑也好，监督也

好，至少要对情况有个基本了解，不要一张嘴
就是“我是纳税人，我有质疑和监督的权利”，
更不要自诩“民意代表”，如果没有充分的调
查研究，误导舆论，有可能成为“全民公敌”。

大河网网友“我稀饭你哈”：大 V、公知之
所以被赋予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很多人信任
他们，愿意听他们的意见。这既是一种荣誉，
又是一种责任，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真
实可信。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让
他们本身公信力下降，还会对社会造成不良
影响，希望某些大 V、公知认识到自己的责
任，说话前先把事实搞清楚。

6 月 3 日，河南师范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刘英
基表示，政府能够开办“西瓜办”的
微博，说明已经准备好接受广大网
民的监督，也表明了“西瓜办”为瓜
农办事的决心和力度，这个是政府
机关走群众路线的一个具体体现，
非常值得称赞。但为什么会出现
一些公知、大 V 对其调侃甚至造
谣，一个原因是相关部门没有充分
预判“西瓜办”带来的影响，没有通
过媒体主动揭开“西瓜办”的真实

面貌，虽然微博是一种公开的方
式，但是过于被动，这种情况下，

“西瓜办”应该主动出击，让正确的
信息能够快速传递出去。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是某些公知、大 V言论
随意性太大，没有调查就对“西瓜
办”冷眼相对，造成一些网友的错
误认识。以事实为依据，是他们作
为 大 V、公 知 应 当 担 负 的 社 会 责
任，但有些人并没有做到。所以如
何监管他们的言论就成了一个社
会问题。

●5 月 10 日，因传谣“籍贯贵
州的北京大学 09届毕业生王某因
开办的网站没有通过备案、网站被
关，砍死贵州省通信管理局机关某
干部”，微博大 V（实名认证用户）

“何兵”和“萧山君子”被国新办处
理，其中，“何兵”的微博账号被暂
停，“萧山君子”的微博账号被注销。

●5 月 6 日，网上疯传首都师
范大学女学霸在外出做家教途中
发生小车祸，在等待交警的时间
背了 107 个英语古典文学词汇。
经首师大学生处负责人查证，该
校并无“学霸王大芳”此人，该新

闻源于网上微博恶搞账号“洋葱
日报社”（该账号简介标注：我们
的新闻都是假新闻）发的一则微
博，后被微博账号“山东工商学院
微博协会”重新发出来，并在网上
被广泛转载传播。

●2013年 2月 14日，所谓“公
益人士”邓飞在微博上爆料称潍坊
化工厂、造纸厂通过高压水井，向
地下排污，引来媒体争相报道。
2013年 8月 23日，武汉警方查获特
大网络造谣传谣团伙，“山东企业
高压泵深井排污”事件也被查明是
此公司进行的炒作行为。

微博炉

开发商占用小区绿地建车棚
洛阳市城乡规划局责令拆除

大河网网友“Eric”：洛阳市怡心苑小区的规划图
中 5 号楼、6 号楼、11 号楼和 12 号楼南侧都是绿地，但
是，现在小区物业却擅自私搭乱建，占用小区绿地搭建
了车棚。我们业主先后向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和市私
搭乱建办公室、洛龙区城管局、太康路办事处等部门反
映，到现在得不到解决。

民声回复：洛阳市城乡规划局回复称，经查，大河
网网友反映情况属实。5月 22日，洛阳市遏制办向洛
阳经济开发区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拆除整改。5月 27日，洛龙区政府、洛阳经济开发区
及辖区太康路办事处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对 11号、
12 号住宅楼南侧私搭乱建的一处车子棚进行了强制
拆除。下一步，该局将加大督察督办力度，要求相关单
位尽快将剩余两处私搭乱建的车子棚拆除整改到位。

居民连续三年不能正常用水
开封县政府称因重点企业用水量大

大河网网友“韦娟”：刚进入 5月时，开封县城居民
就准时迎来了自来水“枯水期”，县城并入自来水管网
的 3 楼以上用户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每到吃饭时间有
少量的水，其他时段基本无水，这种情况已是第三个年
头了。

民声回复：开封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由于开封县省
重点大型企业晋开集团二期生产大量用水，造成县城
水压不稳、水压低等现象。现已与该企业沟通，确保在
该企业生产蓄水需要的同时，避开每天早、中、晚用水
高峰，保证县城居民正常用水。目前正在铺设从市区
到晋开 1.2米的源水管道，已责成顺河区政府协调张庄
附近管网开挖事宜。现正处于管网铺设阶段，预计需
要一个月时间完工。

开具无房证明也要交费？
南阳唐河县房管局称收费有依据

大河网网友“abcdefg”：我前一段时间到唐河县房
管局开无房证明的时候，被要求交 20元查询费。请问
收费依据是什么？

民声回复：唐河县房产开发管理局回复称，该局在
办理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证明时，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关
于规范城建档案馆技术咨询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的有
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04]1764号）文件规定标
准收取服务费用。该通知规定，出具房、地产权等证明
材料后，按房产单体建筑面积标准收取，私产按 100平
方米以下收 20元，每增加 10平方米加收 5元；公有房产
按 1000 平方米及其以下收取 150 元，每增加 500 平方
米，加收 50元。为减轻群众负担，该局在开具房屋登记
信息查询证明时，均按最低标准 20元收取费用。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西瓜办：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市民

网聚观点

@皓月莲花：这是一个真正为瓜农服务
的部门，协调瓜农进城卖瓜和市容卫生，被一
些人喷得面目全非，你们不在郑州，亲自来看
看再喷行不行？

大河网网友“七里香榭”：河南有多少瓜
农你们知道吗？每到这个时候卖瓜多难你们
知道吗？“西瓜办”干的都是实事好事，有些人
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80后法律人：有些人根本就不了解，
别乱说！去年郑州城管帮助瓜农卖了几百万
斤西瓜，得到全郑州市民好评！“西瓜办”的成

立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瓜农服务，有些大V就会
看哪里热闹就去哪里唱反调，以此炒作自己。

@泰泰在路上：中牟是产瓜大县，郑州又
是省会，进城卖瓜的瓜农多，自然带来的是交
通、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为这些问题成立专门
的职能部门有何不可？再说，这些年瓜农进
城卖瓜的秩序确实很好，换作其他城市，政府
部门恐怕也要这么做。

大河网网友“看花落尽”：作为在郑州见
过“西瓜办”的人，我想说，某些人，你们见识
浅也就算了，别再想当然随便乱说。

@晒晒关：看了评论真的心寒……依然
记得去年暑假媒体和城管都在帮瓜农卖瓜，
街上也有政府专门给瓜农设的摊位……好
心却总是被误读，让人无语。

@在别处养花种树：实际上郑州在这方
面一直做得很好，多年前就开始在西瓜上市
的时候集中管理，还做了一份可爱的西瓜地
图，这儿开个微博只是把他们做的事情面向
公众了，应该点赞滴。

@赵云龙：政府由单纯管理转为提供综合
服务，这是个不小的进步，同时建议开封也成
立“西瓜办”，与郑州西瓜办协调，为瓜农提供
市场信息，避免过多开封瓜农盲目拥入郑州。

@cns李志全：这个事瓜农和市民最有
话语权，那么多机构，让瓜农找谁？市民买西瓜
到超市，跑腿麻烦不说，还难买新鲜瓜。一

个“西瓜办”若真是简化了程序，方便了两
头，岂不乐哉！

@刘五一：卖瓜难在郑州每年都可能会
出现，许多正人君子状的人士和大媒体加入
调侃。“西瓜办”为瓜农办事，是不该被调侃
的。曾经郑州有“每人一个瓜，瓜农早回
家！”“帮助瓜农尽快卖出瓜，不让瓜农的眼
里满是辛酸泪”的说法，不对吗？错了吗？
今天是四月一日吗？

@焉得草：不要瞎喷好不好？郑州周边
很多瓜农，进城卖瓜的确需要引导帮助，至
于“西瓜办”工作到底怎么样，大家可以监
督，但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挖苦嘲笑。
我想说，去年郑州城管还买了好多西瓜送给
环卫工。“西瓜办”既然敢开通微博，就一定
也做好了被网友监督的准备。

河南有多少瓜农你们知道吗？
每到这个时候卖瓜多难你们知道吗？

好心却总被误读，让人无语

某些大V、公知，请对得起粉丝对你们的信任

记者调查

瓜农：回家就“粉”郑州“@西瓜办”

6月 3日中午，焦点网谈记者来
到郑州市经一路和丰产路交叉口，
采访了中牟的瓜农王先生。他告
诉记者，“今天早上听广播刚知道
咱郑州有了个‘西瓜办’，咱能说
啥，谢谢这些想着我们瓜农的人。
我们来这里卖瓜人生地不熟，遇到
个事也不知道找谁，现在有了‘西
瓜办’，咱心里就有底了。我回家

就让儿子把‘西瓜办’（微博）调出
来看看，成为他们的粉丝。”当记者
问起“西瓜办”应该做些啥时，王先
生认为，首先应该告诉广大瓜农，
到哪里卖瓜既不影响交通，又能卖
得快，他听说今年郑州有 500 多个
卖瓜点，希望“西瓜办”能赶快公
布；另外，希望“西瓜办”多设几部
电话，方便瓜农需要帮助时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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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农卖瓜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