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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乡村的夜晚多是宁静的。然而，这些天，太
康县五里口乡侯寨村并不宁静。

9 月 10 日晚 8 点 30 分。侯寨村村西头
一座院落内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红色的大
铁门紧闭，门前没有任何企业的招牌标识。
隔着墙，记者可以听见院内有重型卡车的轰
鸣声。

一位在附近散步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此
前这个占地两三亩地的院子闲置了多年，一个
多月前，有一家企业进驻。一开始，村民并不
知道这家企业天天关着门在干啥。但是，从两
个星期前开始，每天晚上 8 点以后，侯寨的村
民就会闻到浓重的刺鼻气味从那个院子里飘
出来。

“晚上睡觉，都不敢打开窗户，睡到半夜
会被难闻的气味呛醒。”该村民提起这家厂
子时一肚子抱怨，刚一岁多的孙子原来在家
里住，但是这家厂子开工后，孩子经常半夜
被呛醒，哭闹不止，现在只能送到城里亲戚
家住。

一提起这家厂子，有几位侯寨村村民围
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大倒苦水。“厂子
周边的庄稼都遭殃了，玉米明显比别的地方
减收不少，豆子苗上是一层厚厚的灰，也快绝
收了”；“厂子旁边的一排杨树叶子都快掉光
了”；“车停在外面，早上起来，车身上一层
灰”……

有知情村民告诉记者，这家企业从事的是
废旧铝制品的回收加工业务，每天都有大卡车
从外地拉过来一车废旧铝制零件，然后在厂子
的土炉子里进行高温熔解，浇铸形成铝锭再销
往外地。

该村民介绍，这个厂子里有三个砖砌的烧

煤土炉子，一晚上能加工将近6吨的铝锭，烧煤
的烟尘、废旧的汽车零件熔解产生的有毒气体
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为了躲避环保检查，这家厂子一般都是
晚上 8点多开始卸原材料，9点钟左右开始点
火加工，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 5 点多钟结束，
白天则关门休息。”该村民说，白天从厂子门
前经过，看着一切正常，就是个普通的农村院
落，但是晚上它就变身成了个热火朝天的铝加
工厂。

在村民的带领下，借着夜色，记者围绕着
厂区查看了一遍。隔着围墙，记者在院子后面
看到一排简易的厂房，里面灯火通明；听到叉
车装卸金属零件的声音；院墙周边的路上堆积
着一层厚厚的粉尘，庄稼的叶片上也都是厚厚
的粉灰。

晚 8点 50分左右，院内厂房里风箱的声音
响起，村民告诉记者，“土炉子要开始点火生产
了”。

只见，夜幕中，一片暗蓝色的烟雾从厂房的
烟囱内冒出来，空气中就多了一股刺鼻的焦煤
味道。

“这味道还不够大，土炉子一般要先预热
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后，大规模的熔炼废旧铝零
件才开始。”有知情的村民解释说。

晚 9点 10分左右，一股巨大的黄色团雾从
厂房的烟囱、厂房玻璃窗内冒了出来，升腾到约
二三十米高的天空后开始扩散开来。

记者站在距离厂房几十米远的路边，一股
浓重的塑料焚烧的焦煳味，混杂着焦煤味道慢
慢袭来，顿时感觉呼吸困难、眼睛被刺激得想要
流泪。

晚 9点 30分，记者驱车离开这个被刺鼻气
味笼罩的小村庄。

远离侯寨村，行驶在秋收季节的乡间道路
上，凉风习习中是丰收的淡淡清香，这时候记者
不禁感到担忧：这一夜，侯寨村的村民，睡得还
好么？他们何时能安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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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点

民情与法

议论风生

索要锦旗
让善行变味
□焦风光

据《河南商报》报道，郑州一高中生在

学校门口存放电动车时忘记拔钥匙，放学

后发现车不见了。第二天经警方调查，原

来是学校保安把车推到学校保卫处保管

了起来。保安替学生保管电动车本来是

件好事，可当失主要取回电动车时，却被

要求送一面“拾金不昧”的锦旗来。即使

警察在场，车主也没能如愿取走电动车。

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味了。

在 小 品 中 见 过 要 掌 声 的 ，在 朋 友 圈

中见过求点赞的，伸手要锦旗的并不多

见。按理说，维护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和 学 校 的 良 好 秩 序 是 保 卫 处 的 职 责 所

在，可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向车主索要

锦旗？一言以蔽之，根源还是道德缺失

和 观 念 跑 偏 。 一 方 面 是 我 为 你 寻 回 失

物，不送锦旗就领不走失物的“强盗”逻

辑；另一方面是出了成绩急于炫耀的扭

曲“政绩观”，认为锦旗是证明工作干得

出色，得到认可的资本。

按理说，每一次掌声背后都有一些精

彩的画面，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段暖心

的故事。然而，索要掌声却让精彩大打折

扣，索要锦旗却让暖心秒变寒心。任何管

理部门，如果丢掉了为民服务的意识，服

务必求回报、必求表扬，再光鲜的锦旗也

不得民心，更不能让人信服。注水的“光

环”虽能满足虚荣，终归是沽名钓誉，不得

民心。相反，做了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

好事，婉言谢绝对方的“锦旗”，才会锦上

添花，感人至深。难怪网友调侃：要来的

锦旗也好意思挂在墙上？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夸

奖。只有少一点虚荣心，多一点发自内心

的为民情结，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褒

奖。惟愿索要锦旗的事件不再上演，因为

在人们心中，只有饱含真情的锦旗才会永

不褪色。5

春节过后，宁陵县某村花甲老人冯
传保就出外打工，一直干到 8 月底才回
村，他把所得的 6000 多元钱放在自家的
抽屉里。一天，他从超市买东西回来，要
把 花 剩 下 的 钱 再 放 回 抽 屉 ，这 才 发 现
6000 元钱不见了，抽屉里仅剩 480 元零
头。老冯心想，他出门时大门、屋、抽屉
都上了锁，回家时三把锁没人撬开，这钱
怎就不见了呢？为解开丢钱之谜，他报
了警。派出所的刘警官进门听了他的叙
述，经过勘察后问：“你家有几把钥匙？”
当他得知冯家还有另一把钥匙握在儿子
手里后，就认定是熟人作案。刘警官马
上传讯了老人的儿子小冯，小冯在这位
警官严厉的质问下，如实交代了作案经
过。

原来，小冯的娘已去世 10年了，老父
近年结识一位单身女性。小冯怕肥水外
流，竟不同意二人的婚事。他担心父亲把
所得的打工钱送给女方，就趁老人出门的
机会偷走了“整”钱，留下了“零”钱。小冯
交代过后，表示愿把这把钱退回去，乞求
父亲谅解。可办案的民警认为，儿子偷
了爹的钱扰乱了社会秩序，伤了受害者
的心，也是违法行为，小冯认错又退赔可
以从轻处理，就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对小冯实行拘留 5 日、罚款 500 元的
处罚办法。

民警提醒那些法律意识淡薄的群众，
遵法守法是每一位公民做人最起码的底
线，即使是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也
要绷紧这根弦。5

（屈效东）

侯寨村民何时能安眠

来函照登 直击现场

儿子偷爹的钱
也犯法

周末回家，门缝上插着一份“广告页”，整版印着某家珠宝公
司的广告，准备随手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却发现另一面内容是

“农民负担监督卡”。农民负担监督卡上详细介绍了农民应该享
受的粮食直补、综合补贴的惠农资金数额，以及农村教育、低保
无保补贴、计生、婚姻登记、卫生、建房、户籍、农机管理、用电、确
权登记等方面的收费说明或优惠政策。在监督卡的醒目位置，
还印有农民负担监督举报电话。在“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右上
角，印有“收件人总付邮费”和“服务三农”的图标等。

众所周知，农民负担监督卡是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宣传卡，
是为了制止农村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加强群众监督，保
护农民合法权益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现在手中的这份“农民负担监督卡”，是很不严
肃的。农民负担监督卡是农民的“尚方宝剑”，要体现政策的
严肃性，可以收藏保存，不能印刷广告，不能变成广告宣传
单。应该取消商业广告，增大惠农政策版面，扩大字号，让人
一目了然。5 （张军停）

农民负担监督卡不该印广告

如今，农村的小狗小猫多了起来。
可是，当问起农民朋友去没去过防疫站
给小狗小猫注射疫苗，有没有给它们洗
澡做消毒处理时，不少农民朋友都会说：

“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是自家喂养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农村喂养的小狗小猫比城里
喂养的更不能让人放心，潜在的不良苗
头和隐患更多。小狗小猫生长在农村，
环境卫生条件大多不是太好，吃的基本
上是剩饭残渣，喝的是不卫生的水。老
鼠更是疾病的传染源之一，小猫吃了后
很容易沾染病毒。再说,农村的小狗小
猫大都是散养的，咬伤抓伤人的现象时
有发生，很容易使人们招致狂犬病。因
此，农民朋友对喂养的小狗小猫千万不要
掉以轻心，不要因为它听话好玩总是去接
触它。为了个人及他人的安全，要定期带
它们到防疫站去检查、注射疫苗，还要经
常给它们进行洗澡消毒处理。同时，建
议有关部门加大对农村养狗养猫问题的
监管力度。5 （李朝云）

笔者常听到一些消费者反映：明明
购买的是“金六福”酒，但是在饮用时
却猛然发现是“金元福”酒；本来想购
买“双汇”牌火腿肠，可到食用时才看
清楚是“欢汇”牌火腿肠，等等。这原
来是制假、造假者与消费者玩的一种

“文字游戏”。时下，一些制假、造假者，
利用文字相仿、近似或通过草书变形等
手段，使假货外观上与相关知名商品
的包装图案十分相似，甚至达到了以
假乱真的地步，如不仔细辨认，很难看
出是仿冒商品，不少消费者屡屡上当
受骗。

笔者认为，这种仿冒行为屡屡得逞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假、
造假者利用了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商品时
不仔细看，买了就走的习惯；二是抓住了
一部分消费者“少花钱、摆阔气”的虚荣
心理。中秋、国庆将至，笔者提醒广大消
费者：购买商品时，一定要谨慎仔细挑
选，尤其要认准注册商标标识，并且要到
信誉度高的大商场和超市去买。同时，
希望工商部门加大对假冒商品的查处打
击力度，为群众营造一个放心购物的良
好环境。5 （卢学波)

假日购物
谨防“李鬼”

喂养的狗猫
要定期体检

▼在郑州市中原路南侧一个小巷子里，有一个
墙报本来是法制宣传专用栏，如今却成了个人租
房、招租、一些公司招聘等散发张贴传单的专用
栏。乱七八糟的纸片，与其说是小广告栏，倒不如
说是城市的牛皮癣，实在影响市容及城市的卫生。
建议有关部门及时清理。5 李进 摄

随着互联网用户对优质内容需求
的提升，消费者已经认可了部分视频、
音乐类应用的免费+付费搭配的服务
模式。然而，一些互联网企业却在用
户身上打起了歪主意。

有网民本想只开通一个月会员，
却在第二个月被自动扣费；想解除自
动续费，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取
消。据了解，一些手机APP提供的付
费服务中，用户在开通会员时，系统
会“默认”帮用户勾选自动续费，并用
较小的字号标记出来，加之用户不注
意细节观察，也就稀里糊涂“被续
费”。而用户一旦发现“被续费”，想
取消自动续费，这时程序却比开通时
繁琐多了。此外，一些“免费试用”也

暗含自动续费陷阱。
手机 APP 自动续费“套路”深，

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监管部门
不能置身事外。工商、网信等部门要
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加大检查频
率和惩处力度，同时建立起“黑名
单”制度，将多次违规、整改不力的
企业列入“黑名单”，定期向社会公
布。

用户的防范也相当重要。面对
“免费”这样的字眼须慎之又慎，充值
前要先找到“退路”，以防范“被续费”；
还要有维权意识，对于侵犯自身权益
的APP，可以向消委会进行投诉，也可
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5

（杨玉龙）

法制宣传栏竟成广告栏

▲9月 14日，郑州市南三环。一名女子在等红灯的车辆之间冒险穿梭，透过车窗派发小广
告，不仅妨碍了交通安全，也给自身安全埋下隐患。5 刘卫民 摄

手机APP自动续费“套路”须治理

这样做不文明

连线基层

车窗塞广告 实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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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党组会 推进扫黑除恶工作

把握员工思想脉搏，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创
新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成为银行加快发展的“助推器”和“稳
定阀”，加强研究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愈加重要。为此，新乡
市中行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项有效措施，进一步强化员工思
想政治工作。一是建立全员参与实战性强的思想政治机制。
从管理制度方面出发，构建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保
证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法可依。吸取现代管理经
验，将质量标准认证机制纳入到银行思想政治工作中来，不断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机制。建立完善工作网络，调动广大党
团员的积极性，让其更加主动的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来。二
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进一步加强银行思想政治
网站建设工作，让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充分履行好自身的职责，
发挥出重要作用，让银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时俱进，表现出
更强的时代性。创设更为通畅的沟通渠道，让银行内部各级员
工的心理疏导更为流畅，有效地处理好金融工作压力下的各种
矛盾和问题。三是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反馈。转变单纯
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导机制，构建双向的沟通机制，让领
导层在充分了解广大基层员工的疑虑与困难之后能够第一时
间做出反馈，确保双向沟通可以真正成为银行思想政治工作的
长效机制。构建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利用部门之
间的资源，促进整体执行力的提升。 （王辉 张鹏）

近日，新乡卫滨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会议，对下步的扫
黑除恶工作进行了安排，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会上，该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吴皓提出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社区，采取滚动
式排查、地毯式清查等措施，列出问题清单，逐件逐类梳理登记，
建立线索台账，深入调查了解相关情况，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排查线索、摸清底数，并深入宣传扫黑除恶政策。围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下一步的深入推进，吴皓检察长强调了四点要
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的重大意义，坚定斗争意志，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全院
的首要政治任务，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抓实、抓细、抓出成
效。二是要密切搞好配合。要树立一盘棋思想，部门之间、成
员单位之间全面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强大合力，坚决依法打击，
完善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到快捕快诉。三是要与
综合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扫黑除恶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
要内容，积极与区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四是要保障
到位。强化综合保障意识，加大保障力度，确保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组织保障、行政保障、经费保障等各项保障工作坚强
有力、切实有效，完善扫黑除恶的档案，做好保密工作。（王荔杰）

偃师市人民医院召开廉洁从医警示教育大会

为深入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切实加
强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医
疗环境，日前，偃师市人民医院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
会。会上，医院组织学习了市纪委关于近期查处部分典
型案例的通报，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医疗
行风建设“九不准”，从公务接待、公车管理、办公用房、
津补贴发放、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等方面对典型案例作了

深入分析。通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的形式，教育和引
导广大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警
钟长鸣。该院院长马怀标强调，全院干部职工要深刻领
会精神，时刻牢记白衣天使的职责，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医疗行为，做到廉洁行医。要以此为契机，全面开
展自查自纠，营造风清气正的医疗氛围，更好地为群众
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齐阳阳 穆宝华）

赠送锦旗表谢意 民行监督获赞誉

近日，新乡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代
表专程来到牧野区人民检察院，为该院民事行政检察科
送来了印有“依法监督彰正义，秉公执法为人民”字样的
锦旗，并对民行科干警们履行监督职责，为积极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做法表示感谢。据悉，该院在办理新
乡市司法局不当履行职责监督案过程中，发现新乡市不
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存在违法测绘、违法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经调查核实查明后，立即向新乡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发出了建议强化房产测量员、
房产登记官的业务培训和法律法规学习，健全完善规章
制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政策，杜绝行政违法行为再次

发生，建议对相关人员依法给予处理的检察建议，并协
调法院对涉案房屋予以解封。新乡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查清了事实并召开了产权
处党支部会议，重新测量房屋，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工作
人员进行了党政纪处分和罚款处理，并警示全体员工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增强业务能力，切实改变工作作风。

据悉，近年来，该院民行科不断丰富监督手段，通过
检察建议、督促起诉及移送犯罪线索等方式着力构建民
行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促使民行检察驶入多元化监督
的“快车道”。

（周丰娟 张赛男）

新乡中行多举措强化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