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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手机可以有
学生手机也可以有

美容机构非法行医
谁来管

我叫周建武，今年 52岁，是渑池县英豪镇
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1990年 3月以聘干身
份分配至张村镇政府工作，1994年通过公务员
过渡考试和考核，被录用为公务员。自参加工
作以来，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此受到领导
和同事的好评。

2001年 7月，我按照镇党委、镇政府安排，
下乡做夏粮征购工作，骑摩托车返回镇政府时，
由于突降暴雨，道路泥泞，连人带车摔倒，造成
右髋关节及腿部损伤。2003年 10月，经县人
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因公负伤。2005
年 10月，参加三门峡市机关事业单位伤残等级
鉴定，为二等乙级伤残。随后，省民政厅为我颁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证》，被定为因公伤残六级。

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时，我正在治疗恢复
期，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也不能参加竞争上岗考
试。当时，经镇主要领导商议后，让我在《渑池
县乡镇机构改革一般工作人员竞争上岗报名
表》上填写“不竞争”意愿，继续治疗休养，公务

员待遇不变。多年来，我的工资、福利等均享受
公务员待遇，每年年终考核时都填写《公务员年
度考核登记表》。

然而，2016年乡镇实施公务员职务级别并
行制度时，我未被列入职级晋升人员名册。后
被告知是因为我未参加 2005年机构改革统一
考试，已被列为分流人员，取消行政编制，不再
保留公务员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
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1)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
有的工作条件；(2)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
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3)获得工资
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4)参加培训；(5)对
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6)提出
申诉和控告；(7)申请辞职；(8)法律规定的其他
权利。

第八十四条规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
务员，不得辞退：(1)因公致残，被确认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2)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的；(3)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假、哺
乳期内的；(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
退的情形。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
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

显然，未经法定程序，且我完全不知情，取
消我的行政编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相关条款规定。为此，我曾多次向上级有
关部门及领导反映，申请依法依规恢复我的行
政编制,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今年3月份以来，张村镇党委、政府对我反
映的被取消行政编制一事高度重视，本着实事
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向知情人特别是 2005
年时任张村镇主要领导，进行广泛、深入、细致
的内查外调。根据调查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
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诉求合理、依据充
分，同意恢复我的行政编制，并于6月26日以镇
政府文件（张政〈2018〉80号）的形式向县人社
局呈报了《关于恢复周建武同志公务员编制的
请示》。

《请示》上说：“2005 年乡镇机构改革时，
周建武同志正在治疗恢复期，不能坚持正常工
作，也不能参加竞争上岗考试。经镇政府研
究，同意周建武同志在《渑池县乡镇机构改革
一般工作人员竞争上岗报名表》上填写‘不竞
争’意愿，让其继续治疗休养，公务员待遇不
变。”

4月 18日上午，我来到县人社局，反映因公
负伤、被错误取消行政编制、要求恢复编制、享
受职级并行一事。局领导看了我的反映材料之
后，说“材料很翔实”。可是这之后，我再向县人
社局领导反映问题时，局领导的态度却变了，总
是以工作忙、要开会为由搪塞，要么避而不谈，
要么扬长而去。8月 21日上午，我再一次敲开
人社局领导办公室的门。局领导这次说，我的
问题难解决，因为我未参加竞岗考试。人社局
没有错，谁错让我找谁。

2005年，张村镇政府《关于周建武同志的
评残报告》这样对我评价：“正值夏粮征购大
忙季节，周建武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包村
干部，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强忍
疼痛，继续工作。后渐疼痛加剧，行走困难，
以致不能坚持工作。周建武同志到洛阳市正
骨医院体检，被诊断为创伤性右侧股骨头坏
死。后又四处求医，多方治疗，终未治愈，造
成残疾。”

17年多来，我一瘸一拐、一颠一跛地生活
着。我从家到镇政府，再到县人社局，往来奔
波，来回折腾，难道最终得到的竟是如此令人寒
心的答复吗？不知道广大辛勤奋战在乡镇基层
一线的公务员，对我的遭遇作何感想！3

难道是因公负伤惹的祸

公务员因公负伤致残后，竟成分流人员，被取消行政编制。
镇政府调查认为该恢复，到人社局办理却卡壳——

□张全林

不断有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的报道见

诸媒体。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是

担心学生沉迷于手机，既伤害身体、伤害心

灵又耽误学习。但手机作为现代科技产

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面市是为了帮

助人类，所以一味地拒绝亦未必合适。

科学技术历来是把双刃剑，用得对头，

可以推进文明前行；用得不对，就会成为害

人精，甚至反过来毁掉人类文明。手机亦

同此理。正确的做法，恐怕不是拒绝，而是

扬其长、避其短，让其为人类服务。

除了通信功能之外，手机既是娱乐工

具，又是学习工具。带不带手机，应在传统

学习方式和新学习方式之间权衡利害、趋

利避害、清除危害。实际上，有害处的并不

是手机，而是手机里的不良内容。那些容

易成瘾的网络游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

互联网赌博等，才是影响学业、造成学生行

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的罪魁祸首。手机就

像一个洗澡盆，我们要泼掉的是脏水，而不

是里边的婴儿。

把手机里的坏信息打扫干净，比把手

机禁掉要更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在百年大

计的问题上，不能任凭那只无形的手无孔

不入、任意挥舞。当一种产品的应市弊大

于利，且无法控制其负面作用的无限扩张

时，应该以果决的态度予以封杀，不留后

患。换言之，引导孩子健康使用手机，避免

“手机控制”，关键还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疏导，重在加强

管理设计，构建以技术手段为基础、行政管

理为补充的制度架构。

事实上，在手机使用方面，已经有过成

功的经验。早在数年前，为了方便老年人，

一些手机生产厂家就专门设计、生产出了

适合老年人携带使用的老年手机。现如

今，老年手机已经得到了广大老年人的普

遍认可。禁止学生带手机上学的规定，实

际上也为手机生产厂家和有关管理部门带

来启发——除了市场严管之外，为何不专

门开发出一种适合广大中小学生携带使用

的学生手机呢？

让学生手机成为素质教育、兴趣教育

的 辅 助 工 具 ，让 每 个 青 少 年 都 能 紧 跟 时

代，在快乐中学习，使手机这种高科技产

品的正能量合理充分地发挥，这才是真正

的智慧之举。3

我叫王仙花，是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
乡雷庄村人。2017年 12月，经人介绍到
驿城区爱克首府 E座 59号楼木子美业去
眼袋、文眉毛。

手术是由木子美业负责人李某做的，
术后双眼下眼睑外翻、口唇及面部损伤。
为去除后遗症，今年初，李某分别两次请其
师姐为我做左右眼疤痕修复手术，仍不成
功。目前，我双眼下眼睑外翻，眉毛一高一
低，嘴唇也歪了，这对我本人造成了非常深
的伤害。

由于眼睛不适，今年6月，我到解放军
一五九中心医院眼科就诊检查，结论是双
眼下眼睑愈合瘢痕挛缩、畸形、外翻，双眼
闭合功能不全、视物不清。随即我到驻马
店军卫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
定，鉴定意见为双眼损伤，九级伤残。

后经了解，木子美业李某无医师资格
证，系非法行医。在我与李某协商的过
程中，她称自己开美容院七八年了，不怕
告、不怕查。今年 4 月份，我曾向驻马店
市卫计委反映情况，可卫计委受理举报
后，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希望有关部门对
此调查，以规范医疗市场秩序，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3

8月 7日，本报以《大肆采砂石 耕地成深
坑》为题，对灵宝市尹庄镇一混凝土企业大肆
采砂、毁坏耕地、污染环境、群众反映强烈的
情况给予报道。8月 8日，尹庄镇党委、政府
致函本报表示：立即成立调查小组，对该企业
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同时对被毁耕地尽快回
填，保证50天内恢复原貌。

10月 9日，三门峡市委又致函本报说：报
道刊发后，市委书记刘南昌高度重视，作出批
示。三门峡市环保局、国土局及灵宝市政府
立即调查，目前已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经查，尹庄镇张湾村有两家砂石厂，一是
四通混凝土有限公司（简称四通公司），法人
姚某；二是海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张湾砂
石厂（简称海州公司），法人王某（系四通公司

法人姚某丈夫），后法人与单位名称变更，法
人王某变更为姚某，变更后海州公司属四通
公司的砂石生产车间。8月 4日，灵宝市环保
局巡查时，发现四通公司旁砂坑中有废水排
入，立即对其环境违法立案查处，下达责令限
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停产整治。

该企业原法人王某未经批准，从 2011年
4月至今，擅自占用土地建搅拌站、砂石厂和
采挖砂石资源。国土部门分别于 2012 年 3
月、10月，2015 年 3月、12月，2017 年 7月 5
次对其非法占用耕地无证采挖砂石资源立案
查处。王某借用其妻姚某、兄弟王某某等人
名义多次在多处区域非法占用耕地建搅拌站
和采挖砂石资源，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
坏，矿产资源严重破坏，违反《土地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触犯《刑法》。
为此，三门峡市环保局、灵宝市政府已对

该企业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责令停业整顿，限时将砂坑回填，恢复土地
原貌，预计10月15日完成平整达到复耕条件。

省国土厅已派鉴定机构对王某非法占地
行为勘测，经鉴定：王某占地 36亩，毁坏耕地
20.263亩、林地 4.31亩，属非法占地，数量较
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依法应追刑责。待省
国土厅批复后，该案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鉴于王某等人多次违法，屡禁不止，情
节严重，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将
该案列为涉黑涉恶线索，向灵宝市公安局扫
黑办移交。3

最近，笔者下乡调研，发现有的村庄公路两
侧“冒”出了东一堆、西一堆的微型“垃圾山”。
村民反映：“这些突然成堆‘冒’出来的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肯定是邻近村图省事，深夜拉到我
们这儿的。”细打听，果真如此。此类现象，时有
发生。

村庄之间搞“垃圾搬家”，虽然“干净”了
本村，却“污染”了邻村。同时，这也暴露了农
村垃圾处置中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
善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一、合理设置垃
圾存放场所，安排专人（清洁员）负责管理，定
点清运和分类处理，防止“乱堆乱放”；二、加
大宣传力度，强化监督和管理，教育农民群众
一定要明白，搞“垃圾搬家”是人为制造“环境
污染”的不道德、不文明、不守法行为；三、各
村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一盘棋”的大局观
念，破除“本位主义”，形成密切合作、联防联
治的保护环境新局面，别让添堵的“脏乱差”
困扰美丽乡村。3 （许贵元）

近些年，各地都在搞“大树进城”。可大树
移栽成活率较低、养护成本较高确是无法回避
的事实。有些大树即使移栽当年发芽了，但第
二年仍然有可能死去。有些大树即使艰难地
成活了，却因移栽深度不够导致三两年内树根
扎不稳，一旦遭遇狂风暴雨，就容易倒伏。

前几天，我在浏览台风“山竹”给深圳带来
大风和暴雨的相关新闻图片时注意到，一些倒
伏的大树，根部跟刚栽上去的差不多，树根的
主根基本上都未深入土层。据《深圳商报》报
道，“山竹”来临时不断出现树木倒伏，截至9月
17日 15时，市城管局统计全市倒伏树木11680
株。其实，即使未遇强台风，这些树由于树冠
不断长大，而树根却未扎稳，只要有稍强一点
的大风，也易被刮倒。

“大树进城”实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大
树移植必然要消耗更多资源，花费更大成本。
为什么不在城市里栽种小树呢？虽说十年树
木，小树长成大树跟移栽现成的大树比，花费
时间要多，但从小长起的树更易适应当地水
土，树根会扎得更牢固，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肯定比移植大树强，而且小树种植成本低得
多。

棵棵大树被活活挪死，让人心痛！让市民
看着小树天天成长，欣赏枝叶的萌发，享受成
长相伴的快乐，难道不好吗？3 （马长军）

村庄间莫搞垃圾搬家

还是让小树进城吧

市委书记批示，多个部门调查，《大肆采砂石 耕地成
深坑》报道又有后续。近日，三门峡市委回复本报——

相关责任人已移交扫黑办处理
被毁坏耕地即将达到复耕条件

◀10月10日，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
局治安大队民警会同物管人员对电动车充
电设施等进行检查。当日，郑州市公安机关
广泛开展“除隐患，保平安”活动，治理电动
车乱停、乱放、乱扯线现象。3刘书亭 摄

▲10月7日，在郑州市钱塘路上，笔者
看到一辆广东牌照的小轿车后车窗玻璃
上竟然醒目贴着这样的车贴——关上你的
远光灯，鳖孙。希望交管部门加强对各类
车贴的治理，杜绝此类“视觉污染”。3
刘卫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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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8）05号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
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以下三（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指定西华县国土资源局组织实
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右表）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
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
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
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 年 9月 26

日至2018年 10月 26日登录河南省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 10月 26日 16
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国土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
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
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
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
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

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
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
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
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26日

序号

1

2

3

地块编号

XH-201814

XH-201815

XH-201816

地块位置

中华路东侧

华安路北侧

华泰路南侧

女娲大道东侧

人民路东段北侧

东二路西侧

奉母路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6666

61068.39

10480.95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商服用地

幼托用地

容积率

≥1.2

≤1.2

≤0.5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60%

≤50%

≤25%

绿地率

≤20%

≥20%

≥35%

出让年限

50

40

50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560

5500

550

保证金
（万元）

560

5500

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