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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点

向记者反映问题的客车经营车主名
叫郭日东，安阳市林州人，拥有两辆客车
长期经营安阳至林州红旗渠线路。郭日
东说，因为多年前他带头向省长反映安
阳市交通运输局不依法发放车辆燃油补
贴的问题，之后就多次遭到报复性执
法。2016年，郭日东经营的一辆客车被
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查扣 60多天。
其间，一位执法人员还打电话辱骂郭日
东的家属，通话内容明确表明，就是因为
郭日东带头告状才查扣了他的车。今年
3月8日，郭日东经营的另一辆客车又被
查扣，直至今日。

3月 21日上午，记者到安阳市交通
运输局采访。记者说明采访意图后，该
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记者看了一份安阳
市维稳办的通知，其中主要内容是讲，郭
日东不服从安阳西客站管理，长期在站
外拉客，引起其他车主不满，要求对郭日
东经营车辆进行查处。当记者提出希望
见到该局执法负责人了解详细情况时，
工作人员答复说，执法局负责人驻村了，
电话联系不上，并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等那位负责人方便了再给记者回电话。
但直至记者发稿时，也未接到该局执法
负责人的电话。

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是否存在报
复性执法？因为未接到该局执法负责人
的反馈，有些情况还有待查明。而郭日
东则向记者提供了两个证明报复性执法
存在的证据。一个证据是执法局工作人
员打电话辱骂郭日东家属的录音，另一
个证据是郭日东车辆被查扣时与他的车
辆紧挨着停放的另一辆客车的照片，同
样的停靠地点，而这辆客车却并未受到

查扣。
不仅如此，记者通过深入调查了解

后发现，安阳市汽车客运市场管理混乱，
有关问题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据安阳市部分客运经营车主反映，
安阳市汽车客运站中心站一直是客流量
比较集中的地方，安阳市西客站建成后
将发往安阳西部的客车集中在那里。但
西客站经营不到两年时间，进驻西客站
的客车因为生意清淡，纷纷向安阳市交
通局反映，要求回到中心站拉客。其间，
部分客运车主还到安阳市交通局闹事。

迫于压力，安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同
意这些客车重新回到中心站载客。但此
举并未得到交警部门的认可，因此这些
进中心站运营的客车至今也没有拿到合
法的“进站通行证”。而按照安阳市的有
关规定，客车进站经营必须获得由交通
运输管理和交警部门共同签发的“进站
通行证”，否则就属于违法经营。

然而，直至今日，在安阳市汽车客运
站中心站，仍有近80辆客车没有进站通
行证而进站载客，其中安阳至水冶线路
客车为 43辆，安阳至磊口客车 6辆，安
阳至林州客车30辆。

3月 20日下午，记者进入安阳汽车
客运站中心站，旅客进站口和出站口均
无工作人员值守，安检设施形同虚设，旅
客可以从任何进口或出口自由出入。记
者从出站口进入站内停车场，发现有多
辆安阳至水冶的客车和安阳至林州的客
车正在等客。经询问，这些车辆都没有
进站通行证。记者又到车站售票窗口，
询问到水冶和林州的客车是否有票卖，
工作人员回答称有，并准备接过记者手
中的钱。这些虽未获进站通行证的客
车，的确是纳入到车站的正常运营管理
之中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安阳市火车站地
区。在一些主干道旁边，不时可以发现一
些随意停靠在站外拉客的客车，并未见有
交通执法人员前去制止或执法查扣。

3月 23日上午，郭日东又向记者反
映，他于当天早上八点半在火车站广场
拍下取证照片，有客运车辆照常在火车
站广场转圈。他已经连续三天给交通局
局长及市长热线打举报电话，但都没有
任何执法部门进行管理。6

□申国华

日前，河北省在对出席党的十

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

象进行听取意见和考察时发现，有

4 名考察对象存在“负面清单”中

所涉及的问题。经研究，不列入代

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这份“负面清单”，出自河北省

制定的《党代会代表人选推荐提名

考察审核办法（试行）》。按照办法

要求，党代会代表人选要严格人选

条件，突出政治标准，加强考察审

核，规范产生程序，决不能让不合

格的人提名为代表人选。办法明

确列出 13种不能推荐为代表人选

的情形，建立起“负面清单”制度。

“负面清单”正在成为严格党代会

代表人选条件有效的“过滤器”。

党代会代表要从各个地方各

个阶层的党员中选出，既需要择优

标准，比如：考察情况好，群众认可

度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等，又需要

禁忌标准，比如：政治上有问题，不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等

等。这样一来，把择优标准作为

“参照系”可以选出更加优秀的代

表，把禁忌标准作为“过滤器”可以

去除隐含其中的杂质，让选出的代

表更优秀。

让“负面清单”成为有效“过滤

器”，重在提升执行力。许多情况

下，制度建立容易执行难，党代会代

表人选“负面清单”制度也是如此。

一些代表初步人选有无涉“负面清

单”的行为，需要认真调查和仔细甄

别，并不是直接拿过来与“负面清

单”对照那样简单。

执行力是规章制度的生命。

一些单位虽然制定了规章制度，但

往往在“执行”环节出了岔子。不

是执行不彻底，虎头蛇尾，就是遭

遇“弹簧门”“玻璃门”，或者打折扣、

搞变通，甚至问责之棒“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结果，规章制度成了

“稻草人”“橡皮泥”，既耽误了工作，

又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久而久之，规章制度的生命力也就

黯然失色甚至枯萎。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动

真格才有执行力，执行力就是生命

力。选举党代会代表，只有严格用

“负面清单”进行认真比对，才能把

有污点的代表人选筛选出来、过滤

出去，才能让选出的代表更加优

秀，更加符合要求。而且，只有动

真格，“负面清单”制度才能迸发出

强大的生命力。6

用“负面清单”要动真格

丧事大操大办不可取

安阳汽车客运市场乱局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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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卫贤镇卫贤村古称卫县。据考证，卫贤村曾是周初卫国的都城，即周武王的九弟姬封的封国。卫
贤村四周各约有长0.5公里的夯土城墙。据老人讲，过去该城墙有20米宽，六七米高，城墙外围有护城河。

据浚县志载：卫贤城墙应是汉代朝歌县和东魏至唐初卫州的古城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墙基本完
好，后因种种原因破坏严重，面目全非，现在仅剩下西城最南段的30多米了。目前不时还有人到城墙上挖
城取土，如果不尽快加以保护，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建议政府和文物部门尽快采取措施给予保护。 (王贵友)

李贤，字原德，邓州人，曾任内阁首辅。从政三
十余年，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明朝一代贤相。李
贤去世后葬于邓州刁河北岸白落堰，现在是龙堰乡
姚营村阁老坟自然村。

日前，笔者在城南刁河一座石桥上发现，李贤墓
前的两块碑刻被当做了石桥桥面石。由于被一层石
板覆盖，无法看到碑刻具体内容，只能从碑上局部文
字中得知这两块碑刻为李贤墓碑刻。

村民告诉笔者，前几年刁河发洪水，桥被冲毁，
当时无建桥材料，将李贤墓两块碑刻拉过来用作了
桥面石。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再发洪水，这两块碑刻
很可能被彻底毁坏。

建议当地相关部门重视起来，尽快采取措施将
这两件文物保护起来。（唐新）

□本报记者 成利军

几天前，记者在新乡市平原新
区的一个亲戚不幸去世，作为晚
辈，记者参加了去世老人的葬礼。
其间，记者目睹了整个丧事操办的
全过程，每一个细节的大操大办和
铺张浪费都让记者咋舌。

逝者是记者爱人的姥姥，而
姥爷已在十几年前去世，这次需
要将双方合葬。每人一口棺材，
两口上好的棺材共计 1万元，不
仅如此，棺材上还搭着带流苏和
彩灯的豪华棺罩，两个棺罩又是
几百元钱。为了招待亲朋和来
客，各种肉类、蔬菜、蛋类、白酒以
及厨师费、桌椅费、锅头费一共花
去1.25万元。凡是前来吊唁的亲
朋，所有来客每人送一条毛巾，所
有亲戚（以家庭为单位）每家送一
条被罩，200条毛巾和100条被罩
花去约3000多元。

丧事操办过程中，需要在社
区内请一些街坊邻居帮忙，凡是
前来帮忙的每人一盒香烟，仅购
买香烟一项花了 6500 元。老人
去世后，儿女们就在自家楼下搭
了一个简易灵棚，按照当地风俗，
在入土埋葬的前一天还得“移
灵”，就是要将逝者的遗体从小区
内移出来，停放到小区门口的大
路上，同时还要为逝者重新搭建
一个能移动、能升降、带空调的豪
华灵棚，租金是一天1500元。

逝者的遗体移到新的豪华灵
棚之后，紧接着又请了两班响器，

两班响器的费用是 1.1万元。吹
响器人员的舞台是需要主家搭建
的，两个舞台的费用是 1600元。
办理丧事离不开纸扎，记者看到，
这些纸扎既有高达 3米的“马上
将军”，也有宽近 4米的豪华“别
墅”，数十种造型不一而足，纸扎
一共花去3300元。

在整个丧事操办的过程中，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是逝
者的娘家来人，主家就得提前放
一通焰火。还有就是逝者埋葬前
的一天晚上，每隔一小时，就要在
灵棚前放一通焰火，记者了解到，
购买鞭炮、焰火和烟花的费用是
2000元。更为奢华的是，主家还
请来了盘鼓队进行表演，演出费
用高达5000元。让人不解的是，
演出期间，盘鼓队的 3名演员在
逝者的灵棚前穿插表演“抬花轿”
节目，十几分钟的表演费用高达
400 元。其间，还有音响费和运
送棺材的灵车费、吊装费等，以及
挖墓工人的费用、购买墓前的石
碑等，一共算下来将近9万元。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上
下都在倡导文明简朴的丧葬礼
俗，提倡革除丧葬陋习，树立文明
殡葬新风，要用感恩的心态悼念
先辈和办理丧葬礼仪，而不是铺
张浪费，大操大办，讲排场、讲阔
气。大操大办不仅有违社会文
明，而且也对当事主家造成了极
大的经济压力。记者呼吁，尽孝
治丧，重在真诚，贵在节俭，大操
大办不可取！6

2016年郭日东车辆被查扣场面

卫贤村古城墙保护刻不容缓

邓州
李贤墓碑亟待保护

直击现场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近日，记者接到安阳市一位客

车经营车主投诉称，安阳市汽车客

运市场管理混乱，安阳市交通运输

执法局对其进行报复性执法。3

月20日至21日，记者赶赴安阳市

进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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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树
立国税干部良好形象，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近日，卫辉市国税局迅速掀起“一准则一
条例一规则”学习热潮。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动

员大会，传达贯彻卫辉市纪委关于开展集中学
习教育活动精神，制订《卫辉市国税局“一准则
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方案》，对活
动进行具体安排部署。 （李峰 杨红雨）

“各支部要挖掘推选优秀分子和先进典型，
结合‘身边人讲身边事’、党员之星评选等活动
以点带面促进工作，弘扬正能量。”近日，国网河
南方城县供电公司通过“党建+互联网”思维构建
党委带动、支部推动、党员促动、党群互动的党建

工作模式，使党建工作实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
选动作有创新。通过组建党建工作微信群及各
支部微信群，让学习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从线
下转向线上，覆盖至全体党员，解决了点多面广
等问题，让党员能够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康帅）

近日，开封鼓楼区五一街道纪工
委开展学习鼓楼区勤政廉政好干部事
迹，弘扬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先进模范
精神活动。围绕李程青、何志华 5名

鼓楼勤政廉政好干部的先进事迹进行
学习讨论，结合实际谈学习体会，大家
纷纷表示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推进
各项工作的落实。 （左丹）

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立足职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涉农领
域职务犯罪惩防工作，有效保障涉农惠民资金安全，维护广大农
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紧抓关键节点，加强专项调研。全面开展扶贫开发领域专
项预防调查，与扶贫部门联系，重点对本地扶贫资金名称、政策
依据、补贴标准进行全面梳理收集相关数据，指派专人进行深入
分析研判，梳理出涉农职务犯罪风险点，实施针对性预防。同时
深入乡镇、扶贫项目进行实地走访调查，认真分析和查找存在的
突出问题，及时提出预防建议。构建立体防御，营造廉政氛围。
成立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宣讲团，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以讲专题课、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提高干部法律观念和拒
腐防变能力。通过送法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联系群众身边事
例，宣传相关政策及法律知识。构建“互联网+预防”宣传平台，
开展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传。立足反腐查案，延伸监督触角。
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积极主动
作为，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影响涉农惠农和扶贫政策不落实，损害
农民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廉
洁政府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邹永鹏 张亚辉）

强化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惩防工作

卫辉国税局掀起学习热潮

学习先进事迹 弘扬模范精神党建+互联网 助力企业发展

开封市西郊乡根据非公有制企业规模
小、布局分散、党员队伍力量薄弱的实际情
况，在全乡范围内积极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工作，成效显著。通过深入企业宣传、召
开座谈会、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积极向非
公有制企业主、企业员工宣传党建工作的目
的、意义；健全组织机构，成立领导小组，抽
调党政办、企业办、统计站的精兵强将组成

人员开展工作；集中精力、人力，专门深入全
乡各企业了解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情
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乡党委选配党建
工作指导员，指导、帮助的同时，负责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建联络工作。建立
健全“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一系列制
度，确保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实施。

（王俊涛）

近年来，农行河南安阳分行围绕
从严治党，扛起“两个责任”，大力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一是严格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狠抓责任分解、责任
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层层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暨案件防控责任
书”，做到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分解到
位，严格考核。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学
习教育。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廉政准则、责任追究
规程等相关制度文件，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党委真正把党风廉政主
体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
中、落在了实处。三是开展案例巡回

展、和检察院联合开展警示教育、到监
狱参观并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警示
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员工明底线、知
敬畏。四是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对各
层级干部开展了约谈提醒，全年有81
名科级干部进行述责述廉，并签订廉
洁自律行为自查承诺书。五是深化内
部巡察。制定下发巡察工作意见，确
定了六个方面的巡察内容。对辖属各
一级支行开展了全面巡察，对发现问
题限期整改。六是把党纪挺在前面，
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在业务营销、公务
接待管理等活动中坚持依法合规，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蔡文静）

开封西郊乡加强非公经济党建工作

安阳农行抓实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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