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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议论风生

该办的事情要办好商水县一位打工农民回乡办理二代身份证遇尴尬

手持户口簿 竟然成“黑户”

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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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隐患已排除

污染环境的商砼搅拌站
被依法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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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宁陵县大沙河畔某村某村民
家里发生一场火灾，幸亏火情发现较早，经
家人奋力抢救，扑灭了这场大火,可也造成
5000多元的损失。

经查,发生这场火灾的原因是电线老
化,外露电线因使用年限太久,线皮有多处
断裂和脱落。村里的电工几次催这家村民
更换电线,却未引起重视。

笔者发现,农村有不少房子的电线都
是在十几年前甚至20多年前架设的，由于
风吹日晒老鼠咬,电线老化现象严重。现
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家里添了不少电器,用
电负荷在不断加大,老化的电线就不能确
保用电安全。

因此，电线老化不是小事,安全用电更
是大事。希望人们在用电时，要学习一些安
全的用电知识,要经常检查家里的电线，发
现电线老化等隐患及时更换和排除，更要杜
绝电线私拉乱扯,杜绝隐患。9（屈效东）

连线基层

电线老化不是小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常年在黑龙江省鹤岗市打工的商水
县邓城镇屠家村59岁农民苏沃，回乡办理
二代身份证时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明明
自己手里拿着户口簿，到派出所却办不了
身份证。为啥？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明确
告知他，他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了。这弄得
老苏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近一
个多月来，为了重新入户，老苏备受折腾。

6月上旬，记者到商水县采访，苏沃向
记者讲述了其回乡办理二代身份证的经过。

户口不知道啥时候注销了

“我是 1957 年出生的，身份证号是
41272319570620XXXX。上世纪 80 年
代，我只身一人到黑龙江省鹤岗市打工，
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和拆迁工地搬砖提泥、
看料看场。2005年回乡探亲时，我拿着户
口簿到邓城派出所办理了一代身份证。
由于身份证办理时间较长，需要3个月时
间，于是我花费2天时间，到县公安局办理
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因为工作不固定，经
常换地方、搬家，打工期间一代身份证不
慎丢失，临时身份证一直随身携带至今。”
苏沃对记者说。

“2011年，我到哈尔滨市成业拆除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在鹤岗市）打工至

今，工作相对稳定。最近，公司要求必须
有二代身份证，我4月23日从鹤岗回到老
家办二代身份证。当我来到邓城派出所
询问办理身份证需要什么手续时，才知道
我的户口已经被派出所注销了。不仅我
本人不知道，家里人也不知道，村干部也
不知道。”

往返数千里，
开了证明还得再开证明

老苏说，4月底，他第一次去邓城派出
所，是和本村村支书一起去的。派出所工
作人员对他说，要想重新入户，必须携带
老户口簿和身份证。而当时，他只有2005
年办理的一张临时身份证，老户口簿在郑
州侄子那里。于是，根据派出所工作人员
的要求，他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到郑州把老
户口簿取了回来。

从郑州取回老户口簿后，他第二次来
到派出所。这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又告
诉他，他必须让打工所在单位再出具一个
证明。于是，5月初，老苏往返数千里，乘
坐火车回到黑龙江省鹤岗市，让哈尔滨市
成业拆除有限责任公司为他出具了一份
证明，证明他是该公司的职工。这一来一
回，老苏把一周时间耗进去了，1000多元
的路费也耗进去了。

从黑龙江省鹤岗市回来，拿着打工所

在公司的证明，他第三次来到邓城派出
所。这一次，派出所工作人员又告诉他，
他还必须再回一趟鹤岗市，到当地的居委
会和派出所开具证明。派出所工作人员
这次提出的要求，真把他给难住了。

“我整天住的是工地工棚，根本没有
固定住所，当地的居委会与我素不相识，
人家能给我开具证明吗？我的户口仍在
老家，根本没有迁移到东北，当地派出所
根本没有我的户籍档案，人家凭啥给我开
具证明？”老苏生气地告诉记者。

记者上午去派出所询问，
派出所下午就催老苏去办证

6月 7日上午10点多，老苏第四次拿
着户口簿、临时身份证来到邓城派出所，
这一次由记者陪同前往。老苏和记者一
起再次向派出所工作人员询问——为什
么户口被注销了？工作人员向老苏和记
者解释，主要是因为老苏没有及时更换二
代身份证，所以派出所将老苏的户口给注
销了。询问为什么让老苏两次到东北开
具证明，派出所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为
了掌握老苏在东北的生活轨迹、个人的基
本情况。

将近中午，老苏和记者无奈地离开了
派出所。可是，当记者刚刚踏上回郑州的
返程，就接到了老苏的电话。老苏在电话

中告诉记者，下午一点多钟到两点，派出
所的工作人员就给打了多个电话，可是因
为他中午休息没有听见，未予接听。为
此，派出所又通过村干部和他电话联系，
让他下午3点钟到派出所照身份证照片，
办理二代身份证。大约下午4点钟，他到
派出所照了相。这一次，派出所向他提出
的要求是：让他写出一份个人简历，让村
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让家人写出一份担
保。这些，他觉得并不为难，完全可以很
快做到。

同是一个派出所，
前后态度的反差咋就那么大呢

就在本报发稿前，记者又接到了老苏
的电话。老苏在电话中感慨地说：“同是
一个派出所，办的是同一件事儿，前后的
态度反差咋就那么大呢？”老苏说，“我是
一个大活人，没有死亡，户口簿上一直就
有我的户口，况且我还有临时身份证，派
出所怎么说把户口注销就给注销了呢？”

老苏接着对记者说：“户口注销了，让
我重新入户可以，开证明也行，这些，我都
不会说啥。我想说的是，本来在村里能开
的证明，为什么非要让我再跑到东北去
开？换句话说，能简单办的事情为什么非
要复杂办？能快点办的事情为什么非要
慢点办？这是不是折腾人？”9

□刘新平

翻开词典，对户口是这样解释的：“又称户籍，指公安部门以户

为单位登记本地区内居民的册子，专指作为本地区居民的身份。”

又上网查了一下：“户口为住户和人口的总称，计家为户，计

人为口。户口即户籍，由公安机关户政管理机构所制作的，用以

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

无论哪种解释，在中国，户口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登记管理

的有关人口的法律文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法律

文书，又事关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信息，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国施行身份证制度以来，户口作为

身份证的“母本”，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如此重要的东西，公安机

关对于户口的管理理应慎之又慎。

但现实却是，一些基层户籍管理单位对公民户口的处理，显

得比较草率，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则更不敢恭维。

商水县邓城镇的苏沃办理二代身份证一事，就是典型一例。

在遥远的异地打工，苏沃回乡办理二代身份证，竟然被派出所

告知，自己的户口在自己和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销了。而且

被注销户口的原因，还这么“无厘头”：没有及时更换新身份证。

在苏沃提出重新办理户口时，又接二连三地被派出所要求

开具各种证明，丝毫不顾及群众是否方便。

对某一个群众的户口管理，因偶然的原因，出了纰漏，这是

可以理解的，派出所如果能够及时改正，弥补由户口注销给群众

带来的不便，还是能够取得群众的谅解的。

为了能够重新取得户籍，根据派出所的要求，为了一纸证

明，往返东北与商水县，证明开来了，还不够，还要再来一次。不

知道派出所的同志在要求群众这样办时，知不知道群众的艰辛；

知不知道群众来来去去的成本会是多少；知不知道这样做，他们

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样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当记者与当事人一起去派出所后，派出所的

态度居然出现了很大的反差，一个中午，就有多个电话通知当事

人去办理身份证。这种前倨后恭的表现，不得不让人联想，派出

所前面的行为，是不是在刁难群众？

怎样才能体现“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我们的日常工作

中，体现在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在群众有困难时，体现在

如何为群众排忧解难；在我们的工作有疏漏、给群众的生产生活

带来不便时，体现在如何认真检讨，知错必改，真心实意地把群

众的事情办好，办扎实。

若倨下恭上，群众来，该办的事情不办，或以种种借口让群

众为难。群众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了，上级过问或新闻媒体关

注了，就立马改变态度，从速从快办理，这样看似重视了，其实，

在群众心中，他们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

但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9

本报5月 4日刊登了《谁家建房恁大胆 房子紧挨储油罐》
一文。舞钢市尚店镇政府高度重视，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来函向
本报通报了相关情况。

来函说，位于尚店镇尚西村舞泌公路以西的舞钢市天方加
油站老板李天慈反映：紧邻加油站南侧建有一座二层楼房，该房
屋影响到加油站的安全，要求拆除。

尚西村村民吴杰在加油站南侧建设的二层楼房，上下共4
间，房屋占地80多平方米。舞钢市消防队在安全检查中发现了
紧邻加油站南侧新建的二层楼房，并对加油站下发了安全整改
通知，要求拆除该建筑。

为处理好该问题，尚店镇政府成立了土地、规划、纪委等单
位领导和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先后
察看了有关原始材料，对当时分管规划、土地的领导和规划所所
长及吴杰房屋四邻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过多方努力，耐心协调，现已达成一致意见：李天慈在尚
西村尚锦园社区给吴杰一套门面房（尚锦园社区为李天慈开发
建设的旧镇区改造项目），吴杰的二层楼房交由李天慈拆除。

影响加油站安全的房屋已 2016年 5月 18日下午拆除完
毕。9 （刘新平）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商水县环保局组织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渣场料场、商砼搅拌站“三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进行拉网式执法检查，发现一些乡镇商砼搅拌
站“三防”措施不到位，严重污染周边环境。6月
上旬，对谭庄、张明等乡镇“三防”措施不到位的
7家商砼搅拌站依法进行了查封。9 罗景山
王广亮 摄

现在很多商家为了宣传推销，大多采
用一种叫做喊话机的设备。这种设备的音
量往往被放得很大，一波一波的广告噪声
对沿途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仅
有售楼房的、卖家具的、卖电器的，还有浩
浩荡荡的广告宣传车队到农村大街小巷进
行宣传，十分刺耳，惊得鸡飞狗跳。

有些商家还总是趁中午前后的时间进
村喊话宣传，用高音量引起村民们的注意，
而且接续不断，把居民吵得不得安宁，有的
村民甚至用棉絮塞住双耳抵挡噪音。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叫卖要好好
管一管，莫让叫卖声扰民烦民伤民。6

（张会丽）

莫让叫卖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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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西工区安监局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
实贯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全过程，通过“五个抓”
增强干部队伍廉洁意识：抓学习，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明确要求；抓责任，局领导明确成员和科室
负责人，层层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抓制度，实行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公示、公
告、通报制度；抓防范，实行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
和关键岗位人员轮岗等措施有效防范风险；抓考
核，每季度对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落实责任制
情况进行考核，与年终绩效挂钩。 （蒋衡）

唐河县检察院坚持做到“五个到位”，为群众提供温暖、周到、贴
心的服务，受到来访群众一致好评。思想认识到位，增强为民服务意
识。该院在接访中坚持做到“三声、四心”，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
有送声；对待群众要热心、听取群众陈述要耐心、解答问题要细心、解
决问题要诚心。人员组织到位，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该院组织干警
坚持每周一学习，控申部门10名干警轮流进行授课，以讲促学，使干
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竞赛实战来提高干警的控申业务水平
和群众工作能力。硬件配置到位，优化信访接待环境。重新装修集

“受理、投诉、查询、接待”为一体的控申接待大厅；单独设立远程视频
接访室，配备高清视频接访设备；免费为群众提供打印等服务。律师
接待到位，有效化解信访矛盾。该院在控申接待大厅设立专门的律
师接待窗口，接待律师通过接谈信访人、评析涉检信访案件、引导信
访人依法信访等方法，促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
司法救助到位，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该院将救助范围延伸至诉求具
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救
助后息诉息访的涉法涉诉信访人，不仅有助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
盾，也彰显检察机关的民生关怀。 （王庆惠 牛凌云）

南阳卧龙区检察院树立精
品意识，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狠抓案件质量，在不断强化证
据意识、实体与程序并重意识
的同时，注重抓好庭前准备、
出庭跟踪考评、庭后分析总结
等环节，切实履行指控犯罪和
诉讼监督职责。

该院注重加强对个案的庭
前准备工作，认真核实、固定
有关证据，撰写全面系统的庭
审预案。在审查案件时坚持
做到“一审、二听、三析”，即仔
细审查案卷，不放过任何一个
疑点；在讯问被告人时不仅听
取其有罪供述，也重视其罪轻
和无罪的辩解，听取被害人、
辩护人的意见，认真收集一切
可能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在撰写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时，

加强对事实、证据的分析和审
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该院
还注重做好出庭跟踪考评工
作，对出庭公诉案件质量实行
当庭考核评分制，由分管院领
导、检委会委员，以及其他部
门干警组成的考核小组根据
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表现、衣
着、仪表、用语等方面，对出庭
公诉人进行当庭打分，并将该
考评打分作为年终考评的依
据，与评先评优挂钩。同时，
选择典型职务犯罪案件、疑难
案件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
会影响大的案件，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发案单位干部
职工、社区群众等旁听庭审，
进一步强化对出庭公诉案件
的外部监督，增强法制宣传效
果。 （胡皓）

近日，卫辉市人民检察院专门召开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暨“理想信念、忠诚担当、感恩奉献”专
题教育动员会。首先，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潘国侠
宣读了卫辉市人民检察院《在全院党员中开展“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和
《关于在全院开展“理想信念、忠诚担当、感恩奉献”
专题教育活动的方案》，之后，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
察长程相永代表党组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开展“两学一做”是
检察干警锤炼党性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的迫切要求，
是检察干警强化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的客观需

要，是检察工作理论指导实践、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
举措，要夯实“学”这个基础，切实打牢思想根基，要
扭住“做”这个关键，真正明确努力方向，要突出“实”
这个核心，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加强对“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最后，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刚作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扎实开展两个教育活动，
全体干警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
关，铸造忠诚担当品格，不辱使命干事创业，践行感
恩奉献精神，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作好整改承
诺，抓好整改，推动工作，扎扎实实、不走过程，把该
活动做好。 （董水华 周红伟）

打造接待窗口新形象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南阳卧龙检察院狠抓办案质量

卫辉检察院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