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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水管爆裂，住户水费暴涨，却找不到责任单位——

为何业主成了“冤大头” 劳动监察
“夜间执法”值得借鉴

民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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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近日，郑州市民于先生反映，他居住的
郑东新园龙祥苑小区长期存在水管爆裂问
题，导致居民家中水表读数异常增多。水费
异常增多的住户，两三个月比正常用水多出
几千元，甚至有的高达上万元。居民多次向
有关部门反映，却找不到承担责任的部门和
单位，只好自己掏钱维修。

8月1日，记者到郑东新园龙祥苑小区采
访。刚进小区大门，就看到墙上张贴着一份《通
知》：“接自来水公司通知，明天8：30-11：30
停水，维修管道。”一位小区业主说，龙祥苑
小区经常停水，停水的原因大多是维修管
道。一位居民将记者带到该小区 24 号楼
前，只见楼下原本硬化过的完整地面被挖
得支离破碎，是维修爆裂水管使然。这个
小区都是多层建筑，住户水表埋设在一楼
户外，发生水管爆裂的部位是住户水表至
单元门入口之间大约 5 米长的范围之内。
此处水管爆裂带来的问题是，明明是户外

水管爆裂，可自来水跑漏的水费却计算到
住户的头上。

业主于先生反映，一些业主发现水费异
常增多，多的上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元。他
们找建设单位，却怎么也找不到；找自来水
公司，自来水公司说不归他们负责。无奈，
业主们只好自掏腰包请人维修管道。一位
姓黄的师傅经常在小区内维修爆裂的管道，
一次向业主收费400元至600元不等。郑东
新园一共有三个院，基本都存在类似问题，
涉及居民数百户。

8月 7日，记者到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

采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小区是2006
年底交房的，但至今自来水公司还没有接手
管理，之前的水管施工是由建设单位找人做
的，所以自来水管道不在自来水公司的维修
服务范围之内。如果该小区居民出现水管
爆裂现象，只要拨打供水服务热线，自来水
公司就会派人前去维修。

龙祥苑小区一位业主说：“户外水管爆
了，开发商找不到了，自来水公司又说不是
他们的责任，现在业主成了冤大头。这么多
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为什么就没有相
关部门出来管一管？”5

□杨玉龙

时钟指向 18 时，不少申城上班族已经陆续走上了

回家的路。可位于仙霞路上的长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办

公楼里却灯火通明。20 多位劳动监察队员马上全体

出动，分为 8 个专项小组，分别扑向辖区内的商圈。这

是一次特殊的“夜间执法”，检查的重点是规范劳动用

工、落实高温津贴。（8月6日《劳动报》）
根据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是劳动保障行政机关依

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并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

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现实中，伴随着

劳动用工模式的增多，劳动者被侵权的方式也在不断

变化，这就倒逼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适应新形势，通过

强有力的监管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以餐饮、中小微科

技企业等为例，这些企业往往白天人员并不齐，常规检

查容易打“折扣”，所以，就需要通过类似“夜间执法”这

样灵活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方式，来更好维护这些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保障监察“夜间执法”无疑具有多重意义，一

则打破了白天劳动监察执法的常规，这样的“错时执

法”更能够有效地消弭执法盲区；二则让用人单位在无

准备的状态下接受检查，暴露出的问题更真实，对于违

法问题也就能够更精准、有效纠偏；三则“常规+非常

规”的劳动用工监察模式，更能够规范各单位劳动用工

行为。

当然，让“夜间执法”的功效发挥到最大，最为关

键 的 是 让 检 查 出 的 问 题 得 到 根 本 的 改 进 。 不 仅 要

“依法责令改正”，更需要“改正见实效”，后续的督导

同样很有必要。以高温津贴不落实为例，不仅要对

用人单位做出依法处罚，且应保障劳动者的高温津

贴落实到位，这就需要强化跟进措施，让执法过程更

完善。

事实上，唯有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硬”起来，对违法

用工处罚力度大起来，不法用工行为才能得到根本上

的遏制。“夜间执法”，虽然给相关职能部门增添了一定

的工作负担，但未尝不是监察执法角色的归位。尤其

是，“夜间执法”是针对易发生群体性劳动关系矛盾企

业的有力“杀手锏”，因此，值得借鉴。5

我叫户付庆，系方城县四里店镇周庙村杨南组村
民。今年5月初，我村进行村委换届选举，一些基层干
部违反有关规定，选出带病村委成员。我向有关部门
进行反映，没有引起重视和处理，此后却引来了村党
支部书记朱宏仁等人的报复。他们在统计和上报周
庙村党员名单时，故意把我的名字划掉了。而且，在
召开村党支部全体党员组织生活会时又故意不让我
参加。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守法村民，也与其他党员
一样正常履行党员义务。让我不明白的是，难道就因
为我曾经举报某些干部的违法行为，就把我的党员资
格给取消了吗？！5 （户付庆）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
的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
务实现了全覆盖。不过，一些农村老年朋友由于习惯
等原因，对健康体检却不重视，往往带来许多社会问
题。

前几日，笔者老家卫生院要给老人免费体检，可是
我们村上很多老人都不愿去，问其原因，他们回答说：
由于常年干农活，身体都很好，觉得自己身体没毛病，
认为体检都是形式，都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

预防大于治疗。但是许多农村老人缺少防病意
识，身体有问题不爱看医生。也存在侥幸心理：小病小
灾，撑一阵就好了，甚至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有体检
过。他们总是认为体检是在浪费钱。事实上，定期
做体检，能及时发现一些疾病的苗头，尽早发现可以
尽早治疗，避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在农村，文化需
要普及，科普知识需要普及，健康思维同样需要普
及。希望有关部门能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深入一
些，帮助农村老年朋友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做好疾
病预防工作。5 （张超）

据媒体报道，进入夏季以来，各地发生多
起雷电导致人员伤亡事件。

夏天天气多变，很容易发生一些极端恶
劣天气，比如暴雨、雷击、冰雹等。尤其是在
一些山区，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更大。
频发的伤亡事件警示我们，做好应对极端天
气的安全保护措施十分重要。

事实证明，人们对于雷雨等极端恶劣天
气的应对措施存在不小的缺失。比如，有人
在雷雨天气外出作业，有的孩子在雷击发生
时却躲在大树下，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行
为，极易导致悲剧发生。而正确的做法是，
当雷击发生时，应该远离大树，尤其是一些
孤树，更不能将其当作避雨栖身之处；不要
在空旷的野外停留，不要在山顶等高处逗
留，应尽量寻找低洼之处藏身，可以逃入森
林；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遮挡物，可以立
即下蹲，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
头，防止雷击；躲避雷击时，人与人之间应该
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出现群体性雷击事
件。这些都是户外预防和躲避雷击的常见
措施。

悲剧屡屡发生，提醒我们，加强气象科
普，向公众普及、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知识和
能力，十分必要。这需要学校、企业事业单
位、社区等多部门同时发力，利用手机微信等
简便易操作效果好的形式，经常宣传，方便大
众掌握。5 （吴彩霞）

孩子哭闹不止或不听话，家长拿来手机，
孩子会破涕为笑，然后神情专注地玩手机；假
期里，一些孩子喜欢独处一角，用手机和
Wi-Fi填充童年的记忆和欢乐。目前，“手
机带娃”现象在农村，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较
为普遍。调查显示，在 12~16周岁的留守儿
童中，超过 77.3%的孩子有手机。有些孩子
甚至吃饭、走路、睡觉都拿着手机。

“手机带娃”的危害不可小觑。一篇题为
《要想毁了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的网
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手机正成为一种新的

“精神鸦片”，侵蚀着孩子的健康肌体。一些
孩子因痴迷“王者荣耀”一类的手机网上游戏
而荒废了学业，甚至误入歧途。另外，孩子长
期使用手机，极易导致视力下降、颈椎劳损或
注意力不集中等病症。

“手机带娃”现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
病”，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长给孩子
手机的初衷可能是方便联系和监管，或方便
孩子查阅资料。但由于网络包罗万象，不谙
世事的孩子很难辨清真伪，抵制诱惑。

解决“手机带娃”问题，家长要做好示范
和引领，在孩子面前少玩手机，多抽出时间陪
陪孩子，让孩子的童年不再单一。另外，社会
要为孩子的健康童年保驾护航。城市可多一
些青少年宫、科技馆、图书馆等场所，让孩子
的童年有安放之处；在农村要尽快形成关爱
留守儿童的机制，不能放任农村留守儿童玩
手机成瘾。5 （焦风光）

针对本报 8月 7日刊发的《大肆采砂
石 耕地成深坑》这一报道，灵宝市有关部
门于8月8日作出了如下反馈：

尹庄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镇党委
书记、镇长和主管土地、环保工作副职组织
人员到四通混凝土公司现场查看情况，并
即刻安排部署。

一是成立调查小组，快查快办。由
主管副职任组长，组织国土资源所、环保
部门和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对四通混凝
土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查。灵宝市四
通混凝土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月 21日

取得工商营业执照，2015 年 9 月 18 日取
得环评手续，2016 年 2 月 16 日取得河南
省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能力确认
告知书，2016 年 12 月 2 日取得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灵宝市四通混凝土有限公
司在 2017 年 9 月 27 日由于非法占地收
到 灵 宝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灵 国 土 资 执 罚
〔2017〕201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及时
缴纳非法占地罚款 132484 元，并按照要
求，组织砂坑回填，截至目前，已回填
5000余立方米。

二是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市国土资

源局、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已经介入调
查，分别提出整改内容和时限，对四通混凝
土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停业整顿，责令
其限时将砂坑回填到位。

三是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尹庄镇成
立督导组，根据市各部门的整改意见，督
促四通混凝土有限公司按照恢复土地原
貌的要求，对砂坑进行回填，将污水排到
蓄水池，做到循环使用。目前，现场有 2
台铲车，26辆运输车辆不间断拉土回填，
保证在 50 天内恢复土地原貌，确保该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5

农村老人不能忽视体检

应加强防极端天气宣传

灵宝市尹庄镇高度重视本报舆论监督稿件《大肆采砂石 耕地成深坑》，表示——

50天内恢复土地原貌
凭啥把我的党员“拿”掉

“手机带娃”的危害不可小觑
□刘卫民 摄影报道

这里是郑州市京广快速路南段。川流不息
的快车道上，一些载人电动摩托车夹杂在车流中
快速行驶，进入（驶出）长达近 2000米的京广南
路隧道，险象环生，触目惊心。5

▲右侧车道上，两位骑电动车的人正在驶入
隧道。

◀多位骑电动车的人在车流中穿梭。

“电摩”随意出入快速路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加大力度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宣传工作

近日，获嘉县检察院32名干警走村入户，
深入该县32个村庄开展了“访民情、解民忧”活
动。在走访活动过程中,干警们来到田间地头、
农家户院,走访群众,并与村委会干部和农民群
众开座谈会,拉家常,谈发展,详细向群众介绍
了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相关政策,鼓励群众结
合国家出台的有关政策,坚持帮扶和自力更生
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早日脱贫致
富。同时，在现场，干警还详细向群众介绍了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的主要
工作情况，以及开展服务群众的系列活动和举
措，并且向群众就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征求意

见和建议。从今年5月份开始，该院通过开展
此项活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群众关系，扎扎
实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下大力气化解各类社
会矛盾，真情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好
事，助力全县“产业大招商、项目大建设、环境
大优化、发展大提速”专项行动。通过开展此
项活动，力争得到“四提升”“四下降”，人民群
众安全感显著提升、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显著
提升、政法干警责任担当意识显著提升、基层干
群的普法守法意识显著提升；基层矛盾纠纷明显
下降、信访稳定事件明显下降、刑事治安案事件
明显下降、违法违规行为明显下降。 （徐霞）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精神，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覆盖面，
近日，新乡卫滨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在全区设立的检察机关法律
宣传栏，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宣传，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宣传栏以“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为主题,紧紧围绕《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
通告》的内容，重点宣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要意
义；聚焦严厉打击的十类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通过图文
解析等方式，让大家知道当前究竟应该扫哪些黑和除哪些恶；同
时以较为通俗的、非常接地气的语言，对这次的扫黑除恶与以往
的打黑除恶进行了对比诠释，真正让大家弄清楚、弄明白了扫黑
除恶与打黑除恶的区别所在，也教会了大家如何正确精准辨别
黑恶势力，为推动全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公开了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举报方式，敦促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
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向农
村基层、田头乡间进一步推进，向人民群众充分表明了检察机关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态度和决心。 （崔丽颖）

学以致用 考以正纪

听！沙沙落笔声在考场窸窣作响，
党员干部们更是奋笔疾书，这里不是战
场却胜似战场，是党员对违规违纪行为
的一场对弈，是一场无声的硝烟战。近
日，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纪工委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党章党规党
纪应知应会知识测试，测试采取闭卷形
式，由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全程监考。
党工委书记李国梁强调：“作为一名合

格的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
纪，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通过测
试加强所有党员干部对纪律的学习热
情，力争做到挺纪在前、执纪必严。”此
次测试旨在增强党员干部的党章党纪
意识，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促用”目的，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从而落实

“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张莉萍）

开封龙亭区柳园口乡为新任村干部上廉政党课

近日，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乡村组
干部廉政教育培训班精彩开班，全乡村

“两委”干部在乡会议室集中接受廉政
教育。培训从监察法颁布的意义、监察
法管辖范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典型案例剖析等方面讲述了基层
党员干部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及不能
碰触的纪律底线。引导新一届“两委”
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

廉洁自律，诚恳接受群众监督，践行“对
党忠诚、一心为民”的要求，做人民信赖
的合格党员干部。“此次廉政党课旨在
让大家在脑海中时刻紧绷廉洁弦，深刻
认识到自身在作风建设、服务群众等方
面存在的不足，从而不断改进作风，筑
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做一名清清白
白、明明白白的村组干部。”该乡纪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 （王官印）

“四步法”增强监察法学习效果

许昌市司法局采取“四步法”组织开展宪
法、监察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党员
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认真传达学习上级关于学习宣传贯
彻实施宪法、监察法的文件精神，教育引导大
家落实到行动上。精心组织，务求实效。将
宪法、监察法纳入党组中心组及机关各支部

学习内容，引导党员干部丰富学习内容、拓展
学习视角。创新载体，扩大宣传。组织成立

“普法讲师团”，开通“宪法先锋号”公交专线
等，营造浓厚的宪法宣传教育氛围。严格督
导，以考促学。组织开展座谈交流活动以及
知识测试，进一步明确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成
效。 （祁继峰）

获嘉检察院走村入户访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