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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让微信群里
多些清风正气

这厢，急盼的公厕难建成
那边，挺好的公厕又改造

民情与法

来函照登

□文/图 本报记者 韩春光

“天天光见围挡围着，就是不见有啥施工
进展，几乎处于停工状态，工期至少拖大半年
了。不知这座公厕啥时候能建好？”近来，上
下班必须从郑州市纬五路与经五路交叉口经
过的市民，尤其是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从此
经过的许多家长，一说起此处正在新建的公
厕，无不既爱又恨、怨声载道。

9月 26日早晨 7点多，根据读者投诉，记
者来到这里。只见这座正在建设的公厕，位
于纬五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南角人行道上，
公厕周围被施工围挡围得严严实实。向里
看，只见里面静悄悄的，看不出施工的迹象。

“由于公厕的施工围挡将一边的人行道
完全截断、堵死，导致许多过往的行人尤其是
上下学的学生，不得不从机动车道上绕行。
每天上下班、上下学的高峰时段，这里人车混
杂，时常出现交通拥堵。”在这座公厕东、纬五
路南开小卖部的张老板告诉记者。

出门晨练的市民王先生对记者说：“附近
居民多、学生多，在这建公厕肯定是好事，对施
工带来的不便大家也都理解。可工期一拖再
拖，一座公厕大半年都建不好，大家肯定有意
见。都期盼尽快建好公厕，抓紧拆掉围挡，及

早还路于民，让人们如厕方便，出行也方便。”
和郑州市纬五路与经五路交叉口新建的

这座公厕一样，郑州市熊耳河畔一座正在升
级改造的公厕，也让许多市民议论纷纷。

“河边的这座公厕，建筑风格别致，是水
冲式公厕，各种配套设施都挺好的，是附近居
民沿河休闲散步内急时非常方便的所在。前
几天，突然被围挡围上了，说是要升级改造。
此后，就见数名工人将公厕的不锈钢防盗窗
撬掉、窗玻璃砸碎、窗户框拆掉、公厕内墙瓷
砖敲掉。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公厕，为何要
升级改造？”

根据读者投诉，9月 25日上午，记者冒雨
来到郑州市城南路与紫荆山路交叉口附近的
熊耳河畔。只见在熊耳河南岸、紫荆山路西
侧约 50米处确有一处公厕被围挡围起，围起
的原因——提示牌上显示升级改造、暂停使
用。

在紫荆山路东、熊耳河南岸烟厂家属院
居住的张先生，经常沿河边散步。他心疼地
对记者说：“西侧的这座公厕，因为所谓的升
级改造，被砸掉的碎玻璃、水泥块、烂瓷砖等
建筑垃圾，装了满满的一卡车。升级改造怎
么升、如何改？附近市民都不清楚。公厕如
果确实需要改造，大家都不会反对。但是，
现在的厕所各种设置都比较齐全、完好，没
有必要升级改造。有关部门把现存完好的
防盗窗、瓷砖、玻璃、洁具都拆除了，是不是
有点太浪费了？”6

□焦风光

“办公群”“家长群”“校友群”……这些五花八

门的群想必大家并不陌生。毋庸置疑，互联网时

代，这些“指尖上的互动”既方便了沟通，实现零距

离交流，又提高了办事效率，实现一触即达。

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微信群在给人们带

来便利的同时，频繁出现的一些“杂音”也让微信群

变为生活中一个“五味杂陈”的社会圈。“自家孩子，

请帮忙投一票”“转发五个群可保父母安康，为家人

我转了”“馒头是纸做的，千万别吃！”……更有甚

者，一些低级庸俗、血腥恐怖的信息和画面也出现

在微信群里。“鱼龙混杂”的信息让微信群变成商

场、拉票工具、调侃场所和攻击互掐之地。这些乌

烟瘴气的群内乱象搅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

网络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培育积

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

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微信群里

的一篇美文、一句佳句如一碗心灵鸡汤，像和风细

雨，滋润人心；相反，变味的信息让人心生厌恶，如

鲠在喉。让微信群里多些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

昂的“大社区”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让微信群里劲吹新风，网络监管部门除了要

做好监管，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外，群主

还要遵循《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充分

发挥“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及

时清理群内杂音，让微信群更好地服务于民。另

外，微信群成员要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注重个人

修养，共同抵制不良风气，齐心协力共同构筑风清

气正的朋友圈，让清风正气成为网络主流。6

近日，笔者与几位高中同学小
聚。当谈及国庆节加班费的话题时，
一位在私企上班的同学说，他几乎每
个节假日都在加班，但从未拿过一分
钱的加班费。问其故，同学说，一来怕
被老总炒鱿鱼，二来企业不太景气，平
时能按时拿到工资就不错了。笔者听
了，不禁想：难道节假日加班费真的成
了“纸上福利”吗？

《劳动法》第 44 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
工资的工资报酬：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
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
酬。可以说，加班费是有法有据的。
因此，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只要是
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让职工加班
的，按照规定都应支付相应的加班
费。

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种
种原因，职工加班费依旧是“纸上福
利”。有的企业以不景气为由拒绝发
放加班费；有的企业与职工玩起了

“躲猫猫”，能骗则骗，能拖则拖，能躲
则躲；更有甚者，有的以解聘相威胁，
使得职工生怕被炒鱿鱼而不敢提及
加班费。虽然也有职工为了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向劳动部门投诉，但
往往是无果而终，加班费还是成了

“纸上福利”和“空头支票”。
如何让加班费真正从“纸上福

利”、“空头支票”成为现实的“真金白
银”呢？笔者以为，除了需要加强企业
主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之外，更需
要劳动部门的精准发力，要用相关的
法律法规来制约和监督，督促企业主
们依法依规给每一位加班的职工发放
相应的加班费。6 （叶金福）

国庆佳节将至，一些个体“小作坊”生产和加
工的各类食品也大量涌入城乡市场。这些小作坊
加工品品种繁多、价格便宜，很能吸引农村消费者
的眼球。

“小作坊”生产设备简陋、加工人员缺乏正规
技术培训，违规作业、卫生不达标的现象很普遍。
少数“小作坊”生产加工的各类食品，尤其是儿童
食品质量低劣，直接危及健康安全。对此，有关部
门应高度重视，不能忽视检查监督和治理整顿。

笔者建议：一是依法对农村“小作坊”进行综
合治理整顿，对违规生产、卫生和产品质量存在问
题以及证照不全的要果断关闭或取缔。对造成食
品安全事故的要依法进行严厉惩处；二是加大宣
传力度，增强农民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意识、环境保
护意识等，彻底消除“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传统
愚昧观念；三是有关部门要强化农村市场管理，加
大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让农村市场繁荣有序，确
保百姓“舌尖”安全。6 （许贵元）

7月 20日，本报刊发了《无视
提醒 大煞风景》一文，反映开封
市龙亭公园西湖有游泳者擅自下
湖游泳、洗衣的问题。日前，编辑
部收到开封市委市政府督察局的
调查处理情况反馈。

反馈说，经现场调查，龙亭西
湖内确有数十名游泳爱好者无视

“禁止游泳”警示牌警示擅自下湖
游泳。这些游泳者袒胸露肚，很
不雅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市
文明城市的形象。为此，我们开
展了专项整治工作：

采取在景区及沿湖周边显著
位置张贴、广播管理通告，设置警
示牌，设立文明宣传点、宣传员，
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向市民
和游客广泛宣传擅自在湖内游泳
的危害及景区相关管理规定。同
时，龙亭公园增加了景区管理和

巡湖力量，不间断对下湖游泳者
进行劝阻。

由相关部门联合成立 40 人
的执法队伍，集中开展“靓湖行
动”专项整治，对下湖游泳者及时
进行劝阻。对不听劝阻、肆意在
湖内游泳，严重阻挠和干扰景区
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依法
进行处理。联合专项整治期间，
共劝阻下水游泳者800余人次。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利用多
种媒介加强宣传，加大了对擅自
下湖游泳等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
度，营造了“湖水保护靠大家，文
明健身从我做起”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我市拟围绕加强市
内水域保护管理问题开展立法调
研，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以推动水域资源保护和水域秩序
管理工作常态化、法治化。6

我们是濮阳市棕榈泉小区
（一期）业主。2015年下半年以
来，陆续入住。

棕榈泉小区开发商指定的
物业公司是帝海物业管理公
司。这家物业公司接管小区物
业后，业主财物时常被盗，小区
三天两头停电，小广告到处张
贴，私搭乱建也不鲜见，业主意
见纷纷。

随后，依据《物业法》，业主
们提议召开业主大会并就物业
管理提出建议，提出制定和修改
管理规约。2018年 1月，业主代
表被推荐出来，向所在居委会请
示后，业主委员会很快依法成
立。按照《物业法》选聘和解聘
物业服务企业的规定，在业主委
员会依法表决原有物业去留这
个问题时，小区所在管区领导和

居委会主任均在现场，并随机给
业主打电话核实情况。经民主
推荐、选拔比对，业主委员会从
本市 17家物业公司中选中新中
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来管理小
区物业。

业主委员会将表决结果公
布，很快得到广大业主认可，接
着业主委员会与新中愿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物
业法》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将物业管理
用房及相关资料交还业主委员
会，并且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
业服务企业的，物业服务企业之
间应做好交接工作。可是，我们
小区的原物业公司就是不走。
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业主自己的
小区，选聘物业公司到底谁做
主？6

某村一名患癌症老妇，其老伴亦因癌症于两
年前去世，这两年，卧床老妇全靠辞职在家的小女
儿照顾。老妇想立个遗嘱，在离世后，将家中房屋
留给小女儿。老妇的小女儿找到村两委干部，提
出在母亲立遗嘱时，请村干部能够到场作个见证，
被村干部以种种理由推辞！经了解，村干部不愿
到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怕老妇的儿子们以
后找麻烦！

在农村走访时了解到，平时村干部在按时完
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外，对村里群众家中大事小情
也会操心。但这种操心仅限于为村民开个证明盖
个章、小孩订婚酒席上见个证、办低保定残疾等这
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一旦出现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兄弟相争等相
对较难处理的问题时，村干部大都会躲避或让当
事人去找乡里有关部门解决，往往给出的理由就
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表面看是村干部碍于情面，怕搞不好费力不
讨好得罪人。但说到底还是担当意识缺失，为群
众办事把对自己有没有利作为前提考虑因素，没
有真正发自内心地想去为群众分忧解愁。

群众事无小事。因此，村干部不仅要为村民
办好锦上添花的好事，更要替村民解决家中出现
的“难”事！6 （高晋新）

农村“小作坊”需严管

“难”事村官也要管

民生看点

上图 纬五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南角人
行道上，公厕周围被施工围挡围得严严实实。

右图 熊耳河南岸、紫荆山路西侧约 50
米处确有一处公厕被围挡围起。

开封治理擅自下湖游泳小区选聘物业到底谁做主

莫让节假日加班费
成“纸上福利”

舆情反馈

由于路上来往拉货的大型
卡车很多，且没有什么有效的
防治措施，省道 206确山县石
滚河镇斩龙庙村段，道路扬尘
十分严重。晴天粉尘遮天蔽
日，雨天道路泥泞不堪，周边居
民深受其害。建议有关部门加
强监管，还沿线居民洁净的天
空。6 林峰 摄

现场目击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第35号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
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

机构编码：000195410000802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15日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

务外环路20号海联大厦9层
负责人：雷廷军 联系电话：0371-56563905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其中农业保险及其
他涉农保险保费收入总和占全部保费收入
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
公司

机构编码：000195410000804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27日
机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航海中路60号“海

为科技园”A区第二层201A、202、203房间
负责人：吕卫军 联系电话：18637186900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
公司

机构编码：000195410000803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27日
机构地址：驻马店市文明路 1206号市

财政局配楼一楼自北向南第 2-11 间、五
楼第 4-8间房屋

负责人：梁立峰 联系电话：13507662586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
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195410000805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27日
机构地址：濮阳市华龙区五一路与振

兴路交叉口向东 50米路北濮阳市人民防
空办公楼 10层

负责人：常志宏 联系电话：13903939039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
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195411330001
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20日
机构地址：桐柏县书香路与大禹路交

叉口梅园熙岸小区 1号楼住宅底商 101号
商铺1-2层

负责人：李鹏 联系电话：18537791014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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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沉下去 立德树人促发展

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教体局党委按
照上级关于召开巡视整改组织生活会的要求，及
时部署，制定《关于召开巡视整改专题组织生活
会的通知》。各校基层党支部响应号召，于9月中
旬以前，纷纷召开组织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局党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由班子成
员组成督导组，按照学区划分，对学校党支部召
开组织生活会进行专项督导。会上，各校党支部
班子成员逐个进行自我剖析，结合各自学习、工
作、生活等实际表现，认真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开门见山、实事求是、辣味十足、触及思想，
会议取得了扎实效果。局党委督导组成员进行
点评并给出指导性建议，为学校党建工作指明了
努力方向，促使各校以党建领航学校发展，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吕建保）

近年来，南阳唐河县检察
院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
政绩”的理念，认真履行管党
治党责任，强化争新创优意
识，提升干警素质，先后荣获
了“省级先进基层党校”“全
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等荣誉
称号。紧抓干警思想政治教
育 ，不 断 提 升 思 想 政 治 素
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每季
度对机关党员干警思想状况
定期汇总分析，向党组汇报，
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抓好制度建立完善落实，不
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压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机关
党建工作责任清单，推进责

任落实；实施基层党组织提
质创优行动，即专项整治“挂
空挡”“两张皮”等问题；总结
创新“支部工作法”，提升支
部堡垒战斗力；探索党员发
挥作用新途径新机制，提升
党员先锋带动力；推进机关
党建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
《党员活动日制度》《干警思
想动态定期分析制度》等规
定。紧抓正风肃纪，不断提升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巩
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成果，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发挥党风带动作用，促进形
成积极、务实的工作作风；加
强机关纪律建设，重点强化
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
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其他
纪律严起来。（岳峰 王丽莉）

党建引领促发展 争新创优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