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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民群众出行③

2014年 11月 5日上午 10时，我锻炼完身
体回家，在政七街红旗路站乘坐 77 路公交
车。因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且随身带的手拉
车装了些刚买的萝卜，上车较吃力。那位年
轻女司机一开车门看见后，赶忙离开驾驶席
帮我把车拉上去，又扶我上车找个座位把我
安顿下来，嘱咐我坐稳扶好。我在座位上感
慨万分，像这样的好司机，我得写信表扬表扬
她。问她姓名与车号，她只说，这是我应该做
的。我说，我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老记
者，颂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是我应该做的。
她这才告诉我，她叫陈婕钰，是二公司一车队
的司机。

在座位上，我一直在想，郑州正在创建精
神文明城市，公交车接触人广，是文明城市的
窗口，像小陈这样的高尚品德与作为，代表着
公交司机思想建设的方向，应该发扬光大。

我的这些感受，也是从另一个面激发出
来的。近年我因坚持出外锻炼，乘坐过不少
公交车次，有些司机就不太文明，或者说有很
不文明的言行，他们看到老年人来等车就很
厌烦，老翁老太一跛一拐地来赶车，只差一步

都不等；艰难地上得车来没站稳就开车，晃得
老人前俯后仰；下车时没等挤到后门，就关了
门。老人叫喊要下车，司机就厉声斥道，早干
啥了？

在老龄化社会里，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
老。俗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请那些司
机想一想，如果是自己的父母来乘车，你会这
样吗？⑦6

张松山

陕西省凤翔县田家庄镇河北村部分村
民反映，在本村没有任何村办企业，也没有
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村委会举债 70 余
万，修建一座进村仿古牌楼和铜牛雕塑。该
村党支部书记接受采访时称，河北村要打造
新农村建设样板工程，而这些面子工程是必
不可缺的，如果面子工程做不到位，就无法
从上级部门要来拨款。

一句“不搞面子难要拨款”道出了某些
面子工程背后不得已的苦衷。没有哪个基
层单位主观上愿意去搞面子工程，因为搞面
子工程劳民伤财、压力重重。但不搞面子工
程又难以得到政策扶持、资金支持。权衡利
弊之后，硬着头皮搞面子工程也就成了一些
地方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为什么“不搞面子难要拨款”现象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它反映出上级有关
部门的机关作风问题，少数官员自身思想不
纯、作风不正、党性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缺
失，在项目资金的审批方面没有做好深入细
致的调查摸底，而是凭印象、凭表面文章做
决定，导致基层单位有空子可钻，谁把面子
工程做到位了，谁就可能争取到上级拨款。
另一方面，它折射出一些项目审批、资金管
理等不规范的问题，当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有
弹性甚至弹性较大，加之政府公共资源的配

置过程缺乏公众参与，使得面子做得越足越
容易得到青睐，而老百姓的感受、基层的承
受能力，都变得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不
搞面子难要拨款”，影响党的声誉，损害民众
利益，它伤害打击的是严格遵守制度按规矩
办事者，却为善于投机钻营者打开方便之
门，使少数心术不正者受益多多，而且助长
了机关办事庸俗风气以及官僚衙门习气，极
易滋生各种各样的资金审批腐败。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
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
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真正为
了工作，未必不可以表现一番自己，但怕就
怕官员们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伤了群众的
心。破除“不搞面子难要拨款”现象，首先要
摒弃各级干部头脑中的“面子”，牢固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但更重要
的是，要从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着手，
严格规范项目的具体审批内容和条件，革除
繁文缛节，压缩审批时限，减少审批人员的
自由裁决权，加紧建立诸如社会质询、人大
审查、媒体曝光等公开的监督机制。同时，
还必须适度简政放权分解那些掌管事权财
权的部门手中的权力，坚持管权与放权并
重，双管齐下，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不搞面子
难要拨款”的现象发生。⑦6

“不搞面子难要拨款”
现象须破除

□宛诗平

乡镇客运站本是为方便群众乘车、由政府投资
修建的交通专用设施。然而，近日，宝丰县多个乡
镇的群众向本报反映，当地的客运站常年闲置，甚
至挪作他用，给群众乘车出行带来不便。

11月 4日，记者前往当地进行采访。
在宝丰县大营镇西侧的大营镇客运站，记者看

到该站大门紧锁，站内空无一人，一侧的门面房被
一家建材工厂占据。

附近一位居民向记者诉苦：该站建成八九年来
从未营业，大营镇的客车从未进站，一直在镇东的
路边停靠，给街上交通添堵，给镇西群众坐车造成
不便，“本来车站就在旁边，却坐不了，还得多跑两

三里地去乘车，如果说那边坐车的人多，那建这个
站是干啥用的？”

另一名居民告诉记者，镇西原本还可以坐从观
音堂乡路过的车辆，但是相关人员不允许观音堂的
客车在此停靠，镇西很多村庄的人员大受折腾。“我
们反映过好几次了，一直没解决。”

在镇东，记者看到一辆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
此上下车，该处正逢集市，交通愈显拥堵。司机表
示，客运站建好后，没有人通知他们进站排班，“再
说门关着，咋进站？”

与大营镇客运站类似，商酒务镇的客运站同样
是铁将军把门，甚至门头上的字都撤了下来，门前

晒满了玉米，若非村民指认，记者绝想不到这座两
层小楼原本应是一家客运站。

而这家站的选址则让人摸不着头脑，建在镇西
约 2公里的大王庄村村西又约 500米的地方。“这里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这儿建客运站不知道准备
让谁来乘车。”一名村民笑道。

与之相比，前营乡客运站的地理位置就优越得
多。该站位于乡中心位置，但依然沦为摆设，数间
门面房被多家商铺占据，来往的客车则在东边不远
处的路边停靠。

一位上年纪的居民颇有意见：“这些客运站建
了是用来干吗的？建跟不建有什么区别？恐怕唯
一的用处就是租出去收租金！”

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宝丰县公路运输管理
所。该所的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接到过群众的投
诉，县政府已经拿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下一步会
逐步落实。

记者查阅，在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中，宝丰
县政府曾对相关投诉做出如下回复：

大营客运站基本情况。大营客运站是 2006 年
根据《河南省农村客运站建设管理实施意见》建设
的，建设规模为五级客运站。

网民反映问题产生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国家
产业政策的调整，农民群众生活条件大幅度提高，
各类交通工具逐步增多，人们出行不再仅仅依靠客
运班车，致使原途经大营镇的部分客运班车因客源
锐减、经济效益差而无奈退出市场，而客运站在运
行过程中由于进站客车减少难以维持，以致停业。

下步工作措施。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我县高
度重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合适的经营人选，
逐步完善客运站相关基础设施设备，做好相关班线
客车进站经营的沟通协调工作，确保客运班车早日
进站经营。

对此回复，有群众提出异议：一些客运站并不
是因难以维持而停业的，而是根本就没运营过。一
些客运班车也不是因客源锐减退出市场的，而是照
常开，只不过不在客运站里停。此外，客运站挪作
他用的租金，又是怎样一笔账？⑦6

宝丰县多个乡镇：

客车不进站 车站成摆设

□本报记者 刘 勰

近日,记者两番经过平顶山市建设路（又
名 S242）立交桥（又名白灌渠中桥）时，在桥东
的路北处发现，一个招呼站严重扭曲变形（见
图①），有安全隐患。问及附近小高庄的群众，
大家说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原因可能是夜间被
大型车辆撞坏的。并再三告诉说，这些招呼站
自打建成之日起，就没发挥过啥作用，没有任

何价值，有点涉嫌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但现
在已成为安全隐患。

类似现象，记者在我省的其他地方屡有所
见。在桐柏县月河镇一家叫林庙家庭饭店的
附近，有一招呼站顶棚全无，一根立柱严重断
裂变形，其他立柱也有钢筋裸露现象，路人常
常由此经过（见图②），确有安全隐患。在沁阳
市的一条省道旁，一个招呼站的一根靠边立柱
碎裂两处（见图③），钢筋裸露，一放牧老人从
其下边经过，群羊在站下和旁边啃食青草（见
图④）。在我省的夏邑县、襄城县、叶县、南召
县、浚县、滑县、唐河县、长垣县等，记者近阶段
曾经的所到之处，这种现象都有发现。

近年来，我省在公路两旁建设了许多的客运
“招呼站”，然而，这样的工程建设正如群众所说，
自打建成之日起，虽曾为短暂的“风景”，也确有
过一些作用，但更多的是饱受着广大群众的诟
病。如今时过境迁，一些“招呼站”，有的满面污
垢，有的破烂不堪，有的东倒西歪。其根本的原
因在于：只见有人建设，鲜见有人管理。以至于
这些民生工程既失了民心，也造成了极大的浪
费，严重影响了景观效果和投资绩效，还存在着
极大的安全隐患。有群众说，面对这些众所周知
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为啥就不能认真管管？难
道非要等到出了重大事故后再去追查责任和总
结教训？倘若真的这样，那么受到损害的将不仅
仅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还有党和政
府的形象及社会的安定。⑦1

前段时间，我们老家农村一位上学的孩
子患了白血病，通过媒体报道呼吁后，不少
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小学生纷纷
为这个家庭捐款。正能量的发挥，使白血病
患儿感受到了人间大爱。可是一些搞歪门
邪道、坑蒙拐骗的人，也盯上了这类人家，前
不久，我们老家农村就有几位大病患者上当
受骗。

程楼村有位尿毒症患者，一天要去县医
院做透析，在路上被一位中年妇女拦住，他
说患者得罪了青龙大仙，只要在大仙神像前
摆下一桌供品，求得大仙谅解病就会好。家
人按中年妇女的话，杀鸡买肉做供，又听那
妇女的话在供品上押上 1000 元。过后患者
家人再找这个妇女，已不知去向。

张庄村有一位肿瘤患者，一天有一位老
汉找到他说，某某朋友藏有治疗肿瘤的秘
方，用这方子治好了许多病人。患者家属就

随他到县城去找那位“朋友”，可“朋友”却用
手伸出一个八字，暗示患者家人需出 800 元
他才开方。患者吃下 20 剂他开的药不见病
情减轻，随后找到一位老中医查看药方，老
中医说这是一张大补的药方，吃下好不了
病，也坏不了事。

刘阁村一壮年人患了肺癌后，家境雪上
加霜。有一天，几个开着小车的青年找上门
来，说要为他在媒体上呼吁社会救助。他们
小声告诉这家主人，要出 1000 元版面费，主
人支付现金后，结果希望落空，才知上当受
骗。

大病人家本来就遭遇了不幸，而一些唯
利是图的人借“帮助”之名行骗人钱财之实，
确实丧尽天良。因此需要提醒一下：当人们
遇到这类事情后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切莫上
当受骗，让自己伤身又伤心。⑦5

屈效东

大病患者当心受骗

学学这位女司机

公路两旁“招呼站” 存在安全大隐患

□本报记者 高 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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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大营镇客运站大门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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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为进一步推进平安川汇建设，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川汇区司
法局从社会管理创新入手，利用社区矫正管理平台，想办法、出实
招，强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一是强化业务培训。组织社区矫正
管理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心理疏导知识。二是建立调查评
估机制。对法院拟判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判前社会调查评估。
三是规范档案管理。对接收的社区矫正人员，建立执行和工作档
案。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接收、管理、解除矫
正等环节的工作制度。五是规范教育管理。对每位矫正人员做
到日听音、周见面、月汇报、季走访。六是加强监管平台建设。将
矫正人员信息纳入计算机管理，实行手机定位。截至目前，该区
的社区矫正人员，无一人重新犯罪。 （爱华 新峰）

周口川汇区社区矫正有实招

接受委托，我中心将公开转让原驻马店市液化工业总公
司液化气站的报废设备，有意竞买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到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详情并办理
受让申请。

一、转让标的的情况
处置资产现存放于雪松路与前进路交叉口东北角鹏宇地

产开发公司院内，设备是原液化气站的液化气罐及配套设施，
其中：100立方米储气罐 2个，50立方米储气罐 2个，20立方米
储气罐 1个，废旧配套设施为管道、接头、金属梯子等。以上资
产已经驻马店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了评估，并作为一个
标的进行公开处置。挂牌价 92800元。

二、受让方应具备的条件
1.受让方须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废旧金属回收或

机械设备调剂资质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并具有良好的财务
状况和一次性支付能力。

2.受让申请时须持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和上述证件复印件各一份（加盖公章），并交纳
竞买保证金 10000元（不成交无息退还）。

三、报名人数达到 2家及 2家以上时，采取公开竞价方式
确定受让方。

四、报名地址：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10室
咨询及报名电话：0396-2609282 13939675879（李女士）

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11月12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加强宣传和管理 莫让“烟花”再伤人
为进一步加大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宣传力度，营造

良好的燃放烟花爆竹秩序，10月 8日上午，长葛市公安局以长
葛市祥合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秋季订货会为契机，对参加订货
会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进行现场宣传。

订货会上，长葛市公安局要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严格
落实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严格落实大宗销售实名登
记制，严格执行可疑情况报告制度。对认真落实三个“严格”
制度，积极检举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安机关将予以奖励。否
则，将相关情况通报至安监部门，建议安监部门暂扣其烟花
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发现为不法分子利用烟花爆竹作案
提供条件的，对其直接责任人和法定代表人依法追究治安、
刑事责任。

会后，长葛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市区悬挂横幅，制作烟
花爆竹燃放展板 10 块，并设置宣传点、发放《燃放烟花爆竹

“十要十不要”》、《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须知》等宣传材料 5000
余份，通过短信平台发放烟花爆竹燃放安全警示短信 4000多
条，向群众普及正确燃放知识，宣传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同时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未成年
人自觉遵守禁限放政策，努力做到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防止因燃放烟花引发火灾及人身伤亡事故，营
造了文明燃放烟花爆竹的社会氛围。

河南龙泉天然饮料有限公司 75％股权转让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河南龙泉天然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
司）75％股权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牌转
让，挂牌价为人民币 0元。

一、该公司位于辉县市南环路中段，注册资本 800 万元，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天然矿泉水、饮用水及系列饮料。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该公司合营各方审议通过，并经辉县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辉县市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准。

三、截至 2014年 5月 31日，经评估该公司资产总额 143.28万元，
负债总额 736.55万元，所有者权益-593.27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辉
县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核准。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支付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3）应符合我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有关规定；（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详见中心网站。
六、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2月 10日 17：3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优先购买权人）请在公告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
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中心缴纳保证金 2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
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
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
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其他详情见中心网站：http://
www.hnprec.com。

联 系 人：支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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