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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点

我叫邱新光，是联通公司新县分公司固话
客户（0376—29***75）。今年 3月，联通公司
新县分公司不经我同意，开通了一些收费服务
项目，每月收费有20多元，有时高达30多元。
这些收费项目至今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开通的，
没有任何人和单位通知我办理任何手续。如果
不补交话费，固话就会被停机。

我是今年6月份发现这些收费项目的。当
时我就及时向县联通公司反映了，同时也多次
向10010客服投诉，并要求取消所有不合理的
收费服务。10010客服也答应取消这些乱收费
的服务，但至今仍没有取消。

我曾于今年 6月至 10 月份之间，到县联
通公司反映 10多次，可他们说他们也无能为
力。

我不清楚，取消那些莫名其妙的收费项目
怎么那么难，当初无缘无故地给我开通的时候，
怎么又那么容易呢？6

人寿保险（安阳）分公司排长队 退保难 效率低

在你那儿办个事咋恁难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我只是去改一下保单上的电话号码，
没想到去了好几趟都没办成，人太多，去晚
了就得排一天队，人寿保险办事效率简直
太低了。”日前，笔者收到安阳市民李先生
来信，信中反映其在中国人寿（安阳）分公
司营业大厅办理修改个人信息业务时，遭
遇排队长、办事难的问题，恰好笔者本人也
有一项人寿保险退保业务需要办理，于是，
笔者针对此事进行了连续跟踪走访。

不解：前面有 100 多人在
等，叫号机仍在工作

8月 29日中午11时，笔者走进位于安
阳市文峰大道西段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安阳）分公司营业大厅，10多个休息座椅
上坐满了正在等候办理业务的人，大厅的
里里外外也站了不少人。可是，厅中20个
服务窗口，只开了3个，其中1个窗口工作
人员还不知去向。不少正在排队的市民满
腹怨言：“等了一上午还没轮到，效率太低
了！”

笔者自行从取号机上取了一张排队小
票，上面显示为 6169号，前面竟有 130人
在等待。笔者找到一位保险业务员，问自
己需要多少时间能轮到，业务员说：“别等
了，去找地方吃饭吧，下午再来。”笔者又来
到前台问工作人员：“现在排到几号了？”工
作人员不耐烦地说：“一会儿就叫号了，等
着吧！”

大厅门口，来自安阳市焦邵村的老奚
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告诉笔者，18年
前给儿子买了一份保险，今年开始返钱，明
天儿子就要上大学走了，今天一早就和儿
子从十几里外的家赶来。

“俺是9点多来的，前面已经有106个
人排队……”老奚说，他的保险是在 18年
前办理的，业务员早已不知去向，说着他又
点燃一根烟，语气中满是无奈。

等候半天也未听到柜台再叫下一个号
码，而叫号机却仍在不断“出号”，半小时后
就已出到“6194”，这意味着这名客户前面
有155人在排队。等待一小时后只过了两
个号，笔者只得先行离去。

当天下午，笔者与该保险公司有关部

门一名王姓负责人取得联系，反映了市民
办业务难这一情况，并提出将柜台职能合
理分类、增加自助机等建议，该负责人解释
说这段时间由于柜台人手紧张，导致窗口
开放少，并保证会立即督促营业大厅服务
流程进行规范整改。

疑惑：投保时一路绿灯，退
保时千难万难

9月 12日上午10时，笔者再次来到该
营业大厅办理个人业务，与第一次情况相
似，窗口只开放4个，取到的号码前面还有
112人。

同样办理退单业务的张先生家住安钢
生活区，他上午9点就来排队了，他告诉笔
者，今天是第二次来办理退保业务，上个周
末已经来过一次，可周末不办退保手续，只
好周一请假前来办理。

“给我办保险的是我亲戚，她未经我
同意就给我办了个出行险，一年要交一千
多，连续交10年。我就纳闷了，办保险的
时候不用我本人出面，连签字都是亲戚代
签，为啥退保的时候就非要我本人前来？”
提起自己莫名其妙“被保”，张先生颇为疑
惑。

“我都等了一上午了，下午还不知道等

到几点！”听到张先生的抱怨，大厅一位保
险业务员主动上前询问，得知张先生要退
保，该业务员指着张先生的保单说，要想退
保还必须由经理签字，她建议张先生先找
到经理，签字之后再来营业厅办理退保。
这就意味着张先生当天上午这一个多小时
的等待纯属徒劳。

为此，张先生十分生气:“为啥投保时
所有程序都能‘开绿灯’，退保时就层层设
卡？”该业务员仅回答说：“这是规定。”

等待中笔者发现，与自己和张先生情
况类似的市民不在少数，他们多是被担任
保险业务员的亲朋好友“忽悠”着买了保
险，之后欲退时却困难重重。

等待了一个小时后，笔者再次离开，退
单业务仍未办成，也并未感受到此前那位
负责人所说的“整改效果”。

无奈：柜台工作人员效率
低，一个小时只办两三单

9月 26日下午 4时，笔者第三次来到
营业厅，窗口开放 5个，其中两个窗口无
人。此次笔者委托自己的保险业务员提前
帮忙取号，前面仍有30多人在等候。

业务员赵大姐是上午11点来的，中午
连家也没回。“一天一天就在这里耗着，

除了干等什么也干不了！”赵大姐无奈地
说。

笔者注意到，柜台工作人员每办理一
笔业务都至少需要15-20分钟，等待了近
1小时，也只过了三个号码。随处一问，大
家基本上都是从上午 10点多一直等到现
在，等待时间过长的现象普遍存在。

“办业务的人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多开
几个窗口？如此效率，如此服务，如何为民
服务？”市民窦先生提出质疑。

“大厅里可以设置几个自助服务机，或
者把业务窗口功能分区设置，像银行一样
在市区多开几个分点……”市民刘某提议。

下午6时30分，在等待了2小时30分
钟后终于轮到笔者办理。10分钟后，笔者
于8月下旬购买的“防癌险”退单完成。而
为了这短短10分钟，笔者前后来此三次，
花费时间超过5个小时。

失望：叫号系统已升级，整
改效果仍不理想

11月 14日上午11时，时隔近两个月，
听闻该营业厅已于本月初进行整改，笔者
专程前去体验。一进大厅，笔者就看到了
整改后的“新成果”——一台新叫号机。据
大厅保安介绍，经过升级后的叫号机，需要
刷个人身份证才能取号。

笔 者 试 着 取 了 一 张 号 ，上 面 显 示
“096，还需等待44人”。笔者随即询问了
一位保险业务员自己还需等待多久，业务
员说：“先去吃个饭，下午再来吧，估计你这
个号要等到下午4点了。”

当笔者问起叫号机升级后给办业务带
来哪些便利时，几个业务员打开了话匣子：

“和以前没啥不同，无非就是叫号方式变
了，以前随便取号，现在凭身份证取。”“办
业务的窗口还是那几个，业务量还是那么
大，等的时间也还是那么长……”其中一位
普通市民也插话说，换汤不换药，工作效率
不提升，怎么改都没用……

市民王先生已经等待了近两个小时，
叫号系统显示还有 8个号才能轮到他，他
感慨道：“又一上午就这么耗过去了，在人
寿保险办个业务咋恁难？”

对 于 此 事 的 进 展 ，笔 者 将 继 续 关
注。6

□刘新平

“顾客至上，服务第一”，是许多服务行业企业经常写在墙

上、挂在嘴上的口号。很多服务业企业还有自己注重服务的

个性化口号。无论是啥样的口号，看起来都是那么亲切。

但实际行动是什么样的呢？

人寿保险公司（安阳）分公司似乎给“口号的巨人，行动的

矮子”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先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口号，叫做“诚于保，救于险，精于

业”。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20个服务窗口，或仅开 3

个，其中一个还无人值守；或仅开四五个，而排队等候的顾客

却都在百人以上。业务员可以在当事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就

给人家办了保险，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而当事者对项目不满

意，要退保时，各种繁琐、各种麻烦便接踵而来……

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不仅人寿保险公司（安阳）分公司

存在，上网“百度”一下，还可以看到很多“吐槽”保险业的帖

子。除了“理赔难”等问题广受消费者诟病外，其他方面的服

务也很令人遗憾。

人们之所以对保险公司有这样那样的微词，就在于长期

以来，它给人的印象是“抢市场、比速度、争规模，淡服务、轻理

赔、弱管理”。劝人买保险时，业务员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将他

要推销的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买保险时轻而易举，一句话，业

务员就可以登门服务，有的甚至不需要当事人出面，业务员就

可以把一切“搞掂”。一旦消费者签了合同、交了钱，再想获得

满意的服务，就比较难了。

值得警醒和反思的是，作为服务行业，需要给消费者提供

一个满意、舒心的消费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从硬

件方面来说，人寿保险（安阳）分公司的硬件不能说不“硬气”，

有自己的办事大厅，大厅中有 20 个窗口。遗憾的是，20 个窗

口顶多 5 个用于服务。如果这些窗口全员服务，相信消费者

排队等候的状况会有很大的缓解。为了 10分钟的退保业务，

当事人前后跑了 3 次，累计费时 5 小时。张先生莫名其妙“被

保”，退保时当事人要亲自到场还不算，还有这样那样的“卡

口”。至于在外地或农村居住，到该公司办事遇到的不方便，

更是令人感到无奈和愤怒。看来，还是在“软件”上出问题

了。为了提高该公司的办事效率，不少消费者都向保险公司

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但却未见采纳。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人寿保险（安阳）分公司的服务理

念里，是不是有“顾客至上”这个概念。作为常识，无论是保险

公司，或者其他什么服务行业，要开拓市场很难，市场打开后，

守住市场更难。稍不留意，消费者就会拂袖而去。

作为服务行业企业，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任何事情

都要多为客户着想。唯此，才可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6

服务第一
不能仅仅是口号

宁陵县城至阳驿的班车停运之后，来往
两地的乘客多搭乘睢县至商丘的班车。长途
班车愿拉短途乘客本是好事，可一些乘客反
映此路班车收价高得有点离谱。

据宁陵县城一位女乘客反映，国庆长假
期间，她去阳驿乡串亲戚，在宁陵县城西十字
路口等车，一辆睢县的班车去阳驿的票价竟
为10元钱。她问：“此处离阳驿乡销集村只
有10公里，车票收得太高了吧？”车主说：“都
是这个价，你爱坐不坐。”后来，她又两次拦截
过路班车，车主都报价10元钱。她只得搭过
路的出租车西行，人家只收她5元钱。

另据一位老年乘客讲，他在宁陵县城西
关等车，要去8公里外阳驿东的交警中队，可
睢县班车的司机也要他交10元钱，老人掏出
8元的零钱都不能上车。老人说，睢县发出
的班车，在这一短途上票价高得离谱。他希
望有关部门出面主持公道。6 (屈效东)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生活垃
圾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些农村普遍存在的共性问
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配备专业保洁员队伍是个切实措
施。

专业保洁员应有专门组织管理，对保洁员的任务、职
责、成绩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建立奖惩制度，激励村级
保洁员爱岗敬业。要落实好专职保洁员的待遇，主要是工
资要有保证。对专业保洁员要进行岗前培训，实行垃圾分
类管理。各村要建设垃圾池或垃圾集中点，便于保洁员分
类处理垃圾。乡镇要配备垃圾车，按时将村里垃圾运往垃
圾处理厂。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做好农村环
保宣传工作，教育群众自觉遵守公共卫生秩序，支持村级保
洁员工作。6 （乔连军）

农村应配备专业保洁员

取消乱收费咋就那么难 宁陵至阳驿的票价该多少

舆情反馈

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村头有一座古桥，古桥护栏上的石刻技艺高
超，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研究价值。当地义务看守古桥3年多的村民孙
治娃说，近年来，由于这座古桥缺少必要的保护，车辆撞上护栏的事时有发
生，导致古桥多处被撞裂、撞断，造成了护栏壁画严重损毁。笔者在现场看
到，前几天被撞坏的护栏还没维修，石块散落一地。希望当地文物部门能
加大保护力度，莫让古桥再遭劫难。6 石子强 摄

古桥屡被毁坏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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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在工作中不断总结
和探索，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四个结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新思
路，为推进检察机关自身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力的
监督保障。

一是与检务督察相结合，加强对检察人员纪律作风的日常监
督，促使干警增强防腐拒变能力。对上下班情况例行督察，定期通
报。严格执行考勤制度，进一步推动纪律作风扭转。落实年休和
病、事假报批报备程序，强化纪律意识。对无特殊原因未能签到的
个别干警，实行经济处罚并督促说明情况，并实行通报问责制。二
是与人民监督员工作相结合，整合监督力量，加强与人民监督员的
信息沟通，建立协作机制，掌握人民监督员在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予以处理，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三是与案件管理部门相结合，跟
踪执法办案全过程，提升执法公信力。纪检部门加强与案件管理部
门协作配合，跟踪监督案件办理流程，明确对案件质量与承办人办
案纪律监督方式，制定具体操作规程，防止出现人情案、金钱案、关
系案等违纪违法现象，提升执法公信力。四是与检务公开工作相
结合，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利用院门户网站、机关内网、“两微一端”
等平台，宣传党风廉政工作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果。 （娄苑）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新思路
近期，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结合

基层班组安全工作实际，三措并举不
断加强安全管理。加强现场安全管
理。该公司反违章纠察队不定期对

“两票”执行、安全措施落实、安全工器
具使用及监护人监督等情况进行严格
检查。加强安全技能培训。要求各生

产班组利用班前会，采取背诵安全生
产“三字经”等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引导员工从思想上认识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加强岗位职责履行。把安
全责任落实到人，形成安全生产高压
态势，对违章行为发现一起，严肃处理
一起。 （刘哲）

近日，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组织
开展“一对一”廉政谈话活动。谈话地点设
在街道“清风茶室”，由街道党工委书记、纪
工委书记分别与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一
对一”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有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落实情况，廉政专题会议召开情况，
廉洁履职情况等。通过谈话，使各村党支
部书记增强廉政主体责任意识及廉洁履职
的自觉性。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教育广大干部讲规矩、守纪律、干
成事、不出事，东风路街道办下一步谈话对
象将扩大至街道各二级机构负责人、村主
任、村会计及村民组长。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国岭强调，班子成员、各村（社区）支部书
记要自觉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
定，认真担负起分管线上的监管责任，努力
推动街道工作再上新台阶。 （白国军）

许昌县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把致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作为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始终坚
持把做好群众法律服务工作，塑造好“扶
贫助困”服务品牌作为政府惠民工程、民
心工程进行全面部署，充分发挥法律服
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积极作
用。一是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为方便群
众寻求法律帮助，计划全县公共法律服
务站点建设全面铺开。进一步完善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确保全县法

律服务体系覆盖率达 100%，全方位满
足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二是优化法
律援助工作程序。对全县精准扶贫的贫
困对象建立法律援助动态数据库。针对
数据库中的贫困对象申请法律援助，开
通“快速通道”，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审查、
优先指派，最大限度满足法律援助需求，
实现“应援尽援”。截至目前，共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437件，接待来电来访群众
2366人次。 （赵俊娟）

近年来，新乡县检察院多措并举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狠抓学习教育，确
保责任落实。该院通过全院干警大会、道德
讲堂、检察长上党课等形式，狠抓学习教育，
定期传达学习上级检察机关和纪委关于党
风廉政建设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指标，落
实工作责任。完善规章制度，确保制度执

行。该院结合新时期反腐工作特点和新形
势下党风廉政建议重点，不断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进一步明确干警岗位职责、检察纪律、
业务规范等制度。推进监督检查，确保有序
推进。该院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要求，通过开通举报电话、聘请廉政监督员
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对检察干警监督，增强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透明度。 （魏巍）

中牟东风路街道办开展廉政谈话活动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多举措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三举措强化安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