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你想报修用电故障怎么办？你想投诉不良商家怎么办？你想对城管城建提建议怎么办？……在南阳，您只需拨打市长

热线12345，问题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到答案。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南阳为进一步畅通联系服务群众渠

道，调动市直单位服务群众的积极性，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实际行动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南阳

以12345市长热线为平台，开通以“服务群众听民声”为主题的民声“零公里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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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公里热线”与群众心贴心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吴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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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
解决14个民生问题

“我是一位单身母亲，我想申
请法律援助，该怎么申请？”7 月 8
日上午 8 时刚上班，南阳市便民服
务中心民声“零公里热线”的接线
员郭哲就接到了市民王女士的咨
询电话，“像此类涉及法律的专业
咨询，我们会为她转接到 12348 法
律援助热线，由其线上值班人员来
为群众当场解答。”小郭向记者解
释了工作流程之后，随机将群众的
咨询电话转入法律援助热线，并对
王女士咨询的问题进行了记录。
一个小时后，小郭对王女士进行了
电话回访，“王女士的问题已经解
决了，她对答复很满意。”小郭高兴
地告诉记者。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
个电话为群众解决各种咨询和投
诉问题，这得益于民声“零公里热
线”对 14 条公共服务热线的资源
整合。

据了解，南阳市民声“零公里
热线”是在南阳市知名服务品牌

“市长热线”的平台基础上完善而
来，以“12345”市长热线为基础，
统一整合电力、有线电视、水务抢
修、城管城建日常生活服务热线，
消费者投诉、质量监督投诉、环保
投诉、运管投诉等投诉热线以及
法律援助、妇女维权、三农热线等
14 条与民生联系密切的公用服务
热线互通互联，在每天 8 小时的
行政值班时间内，14 条公用服务

热 线 专 人 专 线 与 12345 保 持 联
通。群众在拨打 12345 咨询与以
上热线相关的事务时，12345 热线
平台将直接将电话接入相关服务
热线，实现群众与相关部门的直
接沟通交流。

“有了 14 条热线互联，我们
不用再费劲找相关部门的热线电
话，直接打市长热线就行了，节省
了不少时间，也不用担心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听了。”市民李先生对
民声“零公里热线”很满意。

领导坦言
与群众沟通零距离

“非常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立即
核 实 ，在 3 个 工 作 日 内 给 您 答
复。”7 月 4 日上午，南阳市便民服
务中心一派繁忙景象，南阳市交
通运输局局长王志凯和公路局局
长王谊卿带领路政处、农村公路
管理处、运管局、公交公司、海事
局等各部门的 20 多名工作人员
值班南阳市市长热线 12345，接受
有关交通运输方面的咨询和投
诉。一个小时内共接听解决热线
22 条。对于当场未能解决的问
题，王志凯局长表示：“接听活动
结束后，以部门为单位立即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整理，在 3 个
工作日内给当事人一个答复。”

自 6 月起，南阳市公安局局长
朱海军、市中级人民法院庞景玉、
市检察院薛长义、市司法局局长李
恒德等相关负责人先后轮值市长

热线，对群众咨询和投诉的问题现
场予以解答。截至目前，领导轮值
期间共接听解决热线问题 166 件，
经热线办公室工作人员回访，群众
对于问题解决的满意度达到 96%。

一路督办
保障反馈成效

2013 年 5 月，白河河堤附近

污水横流，排污管道不断向白河
排放污水。市长热线一时之间接
到众多居民的投诉。

“我们立即去居民投诉的地
点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环保部门
和市政部门联合，经过一个星期
的排查和现场勘查确定了白河
沿岸近 8 个排污口，随后市政部
门对沿岸的排水方案进行了改
进，并对排污的企业进行了限期

整改。”
如何保障群众的投诉和咨询

真正落地，民声“零公里热线”要
求将受理的群众来电进行归纳分
类，对反映的问题向相关单位转
办，要求其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
处理并将意见反馈至热线办公
室。转办后，热线的工作人员会
在 10 日后跟踪，对当事人进行回
访确定其是否满意，对不满意的

案件进行二次督办。
“民声‘零公里热线’是联系

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消除
与群众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 途 径 。 通 过 民 声‘ 零 公 里 热
线’能够让领导干部了解群众的
所思、所盼，转变领导干部的工
作作风，这是解决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的基础。”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说。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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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通
讯员闫静）南阳首家互联网金融机构诞
生了！7 月 9 日，南阳大印集团旗下的大
印财富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大印财富
通”上线启动，成为南阳首家 P2P 网络融
资理财平台，南阳有了自己的互联网金
融机构。

“大印财富通”是南阳市大印财富通
电子商务平台有限公司旗下的网站平
台，经工信部备案许可并认证。2013 年
核准成立，是南阳市首家专业从事 P2P 网
络融资理财的信息服务平台。③10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通
讯员杨文甫 封德）仲景百草园跻身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大调曲《农家溜》荣获
全国群众文化政府最高奖“群星奖”、重
阳文化旅游区成为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
范区……7 月初以来，西峡县文化领域捷
报频传。

西峡县坚持把文化建设作为推动县
域经济跨越发展的软实力，先后整理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坪民歌”以及独
具特色的“靠山红”、“蛤蟆嗡”、“彩云
舞”、“板凳龙”等一大批地方民间艺术；
发掘出重阳文化、仲景文化等大批历史
文化遗存；以恐龙文化、地质文化、哪吒
文化等龙乡特色文化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的发展，众多的文化元素催生了以文化
资源开发为中心的“朝阳产业”。截至
2013 年，西峡县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2500
万元，增幅为 15%，高于 GDP 增幅 4 个百
分点。③10

西峡

文化元素扮靓精神家园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通
讯员李拥军）方城县 63 名干警、法律服务
工作者当上了村“法制副书记”。

法制副书记属聘任制，不享受村级
的任何待遇。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走访了
解社情民意、开展法制宣传咨询、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指
导基层治安防范、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
职责。

截至目前，法制副书记共走访群众
3000 多人次，举办法制讲座 157 场次，调
解各类纠纷 139 件次，密切了干警同群众
的关系。③12

方城

村里配上法制副书记

南阳供电公司

发布有序用电Ⅳ级预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
讯员张晓东）7 月 9 日，南阳电网负荷突破
330 万千瓦，存在供电缺口 15 万千瓦，为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南阳供电公司
于当日 10 时启动有序用电Ⅳ级预警。

为确保市民用电安全，供电公司对
于Ⅳ级有序用电负荷调控的企业，将实
施错峰负荷用电，要求 95598 应急备班人
员待命，保持通信 24 小时畅通，并利用
95598 短信平台，对执行有序用电的工业
用户发送短信，要求其按照政府批准的
Ⅳ级有序用电负荷分配指标定额用电。
值班长通过 95598 自动语音公告发布有
序用电信息。

据悉，该公司发布的电力有序用电
Ⅳ级预警期为 7 月 9 日 10 时至 7 月 31 日
10 时。③10

南阳

首家网络金融机构上线

她 是 不 幸 的 ，年 仅 28 岁 ，患 上 白 血
病；幸得一女，孩子又患上罕见病肚大如
鼓，她决意割肝救女。

她又是幸运的，在万念俱灰的时刻，一
群好心人给她筹钱、联系医院；在爱的感
召下，终于等到肝源，肝移植手术成功实
施，女儿从“大肚娃娃”一朝变回小天使。

她是付振娟，南召人。“我要将爱传递
下去，用后半生的时间感恩回报社会。”7 月
7 日，记者见到付振娟时，她说爱心人给她
提供一份保洁工作，管吃管住。她说已知
足，很幸福。

白血病的她生下“大肚娃娃”

2007 年 12 月，大学毕业的付振娟和许
多怀揣梦想的女孩一样，南下深圳打工。
2010 年 10 月，她感觉肾部疼痛，高烧不退，
胸闷，几度昏厥，检查结果：急性髓系白血
病！“父亲下定决心要给我治病，一共借贷
25 万元给我做了自体骨髓移植。命虽保住
了，但医生说，10 年内很有可能会复发。”付
振娟说。

渴望像正常女人一样结婚生子的她，
2012 年 4 月，嫁为他人妻，幸福的婚姻生活
再次让她对生活充满希望。

婚后不久，付振娟发现自己怀孕了。
医生告诉她，生孩子可能意味着生命危险，
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2012 年 12 月，她在医院顺利早产下不

足 5 斤重的女儿。珍珍是个早产儿，出生
时黄疸极其严重，刚满月又得了肺炎住进
重症监护室，花去 7000 多元钱的医疗费，
丈夫一分钱也不愿支付。

生性倔强的付振娟在孩子出生后 5 个
月，将女儿交给婆婆家抚养，开始外出打工
挣钱还债。

3 个月后，她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8 个
月的珍珍全身蜡黄，体重不足 10 斤，肚子大
得像一面鼓，透明发亮。付振娟的第一感觉
就是女儿病得不轻，但丈夫家却听之任之，
一阵钻心疼痛顿时袭上心头。

无奈离婚的她决意割肝救女

为要回女儿的监护权，2013 年 7 月，付
振娟毫不犹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离婚第二天，付振娟就带着女儿来到
南阳医专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检查。一纸

“先天性胆道闭锁”的结果让这个命运多舛
的女子再次陷入无助绝望。

“父母在我身患白血病的时候都没有放
弃，我愿意割肝救女！”付振娟很坚定，她带
着孩子来到南阳，业余时间编织一个只有一
角钱报酬的手链、吊坠链。她要一分一分地
挣钱，一分一分地攒钱。她坚信，只要不放
弃，孩子就有希望。

2013 年 11 月 25 日，女儿珍珍再次因为
肺炎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孩子现在的病情
很严重，先天性胆道闭锁已导致肝功能衰

竭，如果不做肝移植手术，随时会有生命危
险。

社会大爱助换肝成功

河南省金牌志愿者雷克听说付振娟的
故事后，第一时间来医院见付振娟，他说，

“这是一种罕见病，以前没接触过，心里没
底，但会尽力。”

通过努力，雷克帮助联系了几家做肝
移植的基金会筹集手术款，找到了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做肝移植手
术；王青松、靖大才、郭一飞等好心人为付
振娟母女俩上海之行筹措路费、生活费；
当时，恰逢名叫“蒸蒸日上”的主题餐厅开
业，老板赵盛把餐厅开业当天亲朋好友送
来的全部礼金 30200 元悉数捐给了付振娟
母女。

今年春节前夕，筹足治疗资金后，雷
克等人又送“大肚娃娃”珍珍去做肝移植
手术。因为付振娟患过白血病，她割肝救
女的想法被医生否决了。上海仁济医院
和慈善联谊会紧急联系寻找肝源，以最快
的速度为珍珍进行了手术，让她成为南阳
民间爱心救助换肝第一人。

“每天睁开眼，有份工作干，还有女
儿的笑脸，人生的幸福大抵如此。”一向
爱说爱笑的付振娟一边拖着地，一边逗
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鲜活的日子就
在眼前……③12

一幅幅生动精美的环保图贴，一句
句朗朗上口的环保顺口溜，水质检测、土
壤的岩石成分分析……7 月 7 日，淅川县
九重镇渠首陶岔的宁静被 20 多名学生的
到来打破了。

原来他们是，南阳师范学院生态环
保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13 年用自己的
点滴行动将“护江”行动进行到底。

13 年来,队员们走了一茬又一茬，服
务队换了一届又一届，先后共有 1000 多
名志愿者加入此项活动中来。不管烈日
炎炎还是冷雨霏霏,队员们都会充分利用
每年暑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每
年春期和冬期的野外专业实习机会,不顾
山路崎岖、道路泥泞所带来的疲惫，克服
住宿条件差、饮食不便所带来的困难，用
双脚跑遍渠首周围的社区村落、企业厂
矿，只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南阳师范学院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
多次获得“河南省优秀社团”、“河南省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团队”、

“南阳市优秀社团”等荣誉称号。
南阳师范学院团委书记杨洋说：“大

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传承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引导
青年学生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及成长成
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③12

（刁良梓 张潍杰）

环保志愿队

13载
守护“一江清水”

镇 平
荷 花

镇平县杨营镇
霖峰生态农业基地
万亩莲藕示范园里
荷花竞相开放，游
人如织。该示范园
集 科 研 、种 植 、观
光、休闲及莲藕深
加工于一体。

张卡申 摄

因为爱，“大肚”娃娃重获新生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身患白血病的单身母亲付振娟，在她拼命攒钱决意“割肝救女”的

时刻，南阳一群好心人大爱相助，助肝移植手术成功实施——

患病的大肚娃娃患病的大肚娃娃((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手术成功后幸福的母女俩手术成功后幸福的母女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