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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民生看点

百姓故事

来函照登

精准扶贫
要补齐“精神短板”

我们是濮阳县格瑞斯小区业主。买
房时售楼部工作人员承诺，小区内水、
电、气、暖齐全，而如今，广大业主在寒冷
中却用不上暖气。

我们的房子，是 2016 年年初交付
的。交房时由物业公司收取天然气设施
费 3000 元、有线电视初装费 300 元，还
有楼道恢复费、装修垃圾清运费以及物
业费等费用。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
阳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的通知》（濮政〔2008〕73号）第十五条之
规定，按本办法开征城市配套费后，原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供热工程筹资、天然
气管网基础设施投资、供水增容费等停
止收取。

同时，依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濮阳市市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金
使用分配方案的通知》(濮政〔2009〕56

号)第三条之规定，供气、供热、供水在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庭院设施，由建设单位
作出工程预算，通过工程协议实施，计入
开发成本。

2017 年 3月，濮阳县城区为实现集
中供暖，县政府曾经下发文件公示：濮阳
县城区供热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由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中兴
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就本批招标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欢迎有实力的潜在投标人
参与投标。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
项目名称：濮阳县城区供热建设项目；2.
建设规模：铺设供热管网及配套设施；3.
建设地址：濮阳县城区；4.资金来源：政府
投资；5.总投资金额：约4亿元……

如今已经进入冬季，暖气管网设施
工程早已完工，可是正当业主们高兴地
以为交了暖气费可以使用上暖气的时
候，突然有一家公司在小区内张贴出来

一份公告，要收取暖气管道改造费，按房
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37.16 元的价格收
取。如果每户房子的建筑面积按 100平
方米计算，一户就要交 3716元暖气管道
改造费，而暖气费热力公司再另外收取。

小区的业主纳闷了：一是既然政府出
资，这家公司为何还要向业主们另外收取
费用呢？二是小区供暖配套属于房屋基
础配套设施，买房时售楼部工作人员已经
承诺房屋的水电气暖都有，那这家公司来
改造什么呢？三是如果小区内供暖配套
设施不合格或者损坏，只能说明是房屋的
基础配套设施质量不合格，因为我们小区
的房屋是首次供暖，还没有用过供暖设
施，而相关单位以及有关部门为什么还让
不合格的配套设施验收通过呢？

即使小区内不合格的配套设施需要
改造，那产生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应
该有根有据、依法依规向广大业主说清

楚。难道暖气配套设施一次未用就损坏
了吗？这些费用为什么让业主来买单？

面临着这些问题，2017年年底，一些
业主曾去房管局、热力公司咨询，也跟开
发商还有这家公司协商过。直至有一
天，业主们去县政府集体反映情况，县政
府领导答复说：改造费不收了，只收暖气
费，让大家伙都用上暖气，还说当年用不
上暖气了，暖气管道还没铺设好，只能等
到下一年了，小区的业主们听后，欢欣鼓
舞，非常高兴。

如今，2018年的冬季已经到来，而这
家公司却依然在公开收取暖气管道改造
费，不交暖气改造费就不给业主开阀门
供暖，而且没有任何相关部门对这项收
费是否合法合规作出解释。

我们业主到底该不该交这些费用
呢？期望有关部门公开给出一个合法合
规的解释！3

□宛诗平

当下，许多地方的精准扶贫

已经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最后冲刺阶段。然而在一

些地方，部分干部和群众却在不

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精神短

板”，亟待补长、补齐。

首先是部分党员干部，在扶

贫上重物质投入、轻思想教育，

重产业发展、轻文化活动，重给

钱 给 物 、轻 扶 志 扶 智 ，不 愿 、不

敢、不会在贫困群众思想工作上

下功夫。

其次是部分贫困群众，发展

产业怕赔、易地搬迁怕生、出门

务工怕远、出力干活嫌累等等这

些“精神短板”，或多或少地影响

了脱贫攻坚的进程，成为推动精

准扶贫工作的思想障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

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

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

合，才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

的“不愿、不敢、不会在贫困群众

思想工作上下功夫”等“精神短

板”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不愿做是认为不是硬任务，

不敢做是怕被误解为耍花架子，

不会做是缺乏与百姓打交道的经

验和方法”。为此，精准脱贫必须

贯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鼓励扶贫干部

在贫困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开展文

化教育活动，提振自力更生、勤劳

致富、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激发

“自我造血”的内生热情，遏制当前

比较突出的向外伸手、向上去要的

不良倾向。

针对一些贫困群众安于现

状 、动 力 不 足 、目 标 模 糊 、信 心

缺 失 等“ 精 神 短 板 ”问 题 ，我 们

一 定 要 坚 持 正 向 激 励 、改 进 帮

扶 方 式 ，因 地 制 宜 ，在 资 金 、项

目、管理经验、人员培训等方面

增 加 投 入 力 度 ，提 升 贫 困 地 区

和 贫 困 群 众 的 自 身 发 展 能 力 ，

从根本上帮助贫困群众断掉穷

根 子 、革 掉 懒 性 子 、改 掉 坏 习

惯、找到新路子，教育和引导其

实现从“等着扶”到“我要富”的

转变。

提振精气神，展现新作为。

补齐精准扶贫的“精神短板”，让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

动性不断增强，为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

持，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掉队”的目标，不断

创造出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生

活。3

近日笔者上街闲逛，发现两
位环卫工人正把落下的水杉树
叶扫在一起，接着把这些落叶全
部倒入树根部的树坑里，然后用
泥土把落叶埋入树的根部。见
此，笔者便问他们，为何不再把
这些落叶运走或烧掉了？其中
一位环卫工笑了笑说：“落叶归
根嘛！”是啊，落叶确实应该归根
呀。

据了解，现在很多城市在处
理落叶时，因为不让焚烧了，往
往是当成垃圾运到城郊倒掉。
这样做，虽然城市干净、整洁、清
爽了，但对于这些街道两侧的各
种大树来说，不但少了许多营养，
也不利于温暖过冬。这些落叶
如果“归根”了，就能及时给树木
补充营养，对树木也有保暖作用。

但在实际中，我们的环卫部

门为了不让落叶影响市容，往往
安排一大班环卫工整天“盯着”
这些落叶，一旦落叶飞落，就及
时扫在一起，一清了之。虽然他
们也懂得“落叶归根”的道理，但
为了让城市干净、整洁，他们还
是采取清扫的方式。

清扫不是最好的解决落叶
的办法。让落叶归根，其实很简
单。只要事先在树的根部四周
用锄头挖点小沟，把落叶均匀地
倒入沟内，再用泥土把落叶盖上
即可。这样做，既环保，不污染
环境，还能给树木及时补充营
养，对树木的防寒、防冻起到一
定作用，使树木来年长得旺盛。

但愿各地多采取归根做法
处理落叶，杜绝一烧了之，少些
一 扫 了 之 ，尽 量 让 落 叶 归 根
吧！3 （廖卫芳）

近几年来，每到秋冬季，北
京、南京、杭州等城市园林环卫
部门采取缓扫落叶的新方法，
使这些城市不少公园里以及景
区大道上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一
地，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缓
扫落叶留住了最美的秋，受到
了广大市民和游客们的啧啧称
赞。

由此想到，以往各地许多城
市每到秋冬季，在一夜秋风落叶
满地之后，广大园林工作者和环
卫工人为了保持公园、市容街道
整洁，都会忙着将这些落叶及时
清扫干净。这样一来，公园街道

的路面确实是干净整洁了，但却
又总是让人感觉城市园林缺少
那种落叶铺满大地的秋冬来临
的味道，只能眼看着色彩斑斓的
各种落叶被扫成堆，当成垃圾处
理掉。

缓扫落叶符合落叶归根的
生态规律，能够体现出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市民们可以携家
人来到铺满落叶的景区、公园或
林荫大道上，观赏铺满金色落叶
的美景，放松心情，满足回归自
然的愿望。静下心来想一想：缓
扫落叶又何妨！3

（徐曙光）

落叶还是归根好

缓扫落叶又何妨

我们该不该交暖气管道改造费

我叫张项民，是汤阴县任固镇农
民。11月初，我从安阳市政府“市民之
家”官方网站和朋友圈里看到，今年，
安阳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不需要跑
到户口所在地，可以通过手机“河南税
务”微信公众号、微信里的“生活缴费”
和办税大厅等多种方式，轻轻松松办
理参保手续。

然而在汤阴县，这种便民、惠民的
政策没有落实，还是一张“ 空头支
票”。转眼间快一个月过去了，家住安
阳市郊区的群众都实现了网上参保，
而汤阴县社保、税务部门却迟迟未开
通“手机微信”等网上参保业务。为
此，我和工友先后多次打电话给这些
部门反映，却被告知“暂时无法受理，

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缴费”。
我和家人长年在黑龙江建筑工地

打工，为了参加医疗保险，每年都要专
程从黑龙江赶回汤阴老家。来回往返
3600多公里，至少要坐30多个小时的
火车，长途奔波，劳神费力，苦不堪
言。汤阴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有
成千上万的农民前往天南海北务工，
不知何时我们才能享受到这些与自己
息息相关的“互联网+政务”的便捷优
质服务。

热切期盼汤阴县相关政府部门，
尽快打通“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
路”的最后一公里，让我们早日享受到

“放管服”改革的民生福利、民生红利，
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3

我们是郑州市郑花路 59号 21世
纪社区新楼中楼 44 号楼的 36 户业
主。44号楼因地处小区“交通要道”，
成了开发商、物业及许多人眼中的“香
饽饽”。

有些人昨天把楼下水电间改造成
宾馆，今天又打掉承重墙，铲除绿化带，
把地下车库改造成门面房对外出租。
10余年来，44号楼上的广大业主每天
都过着备受干扰而又提心吊胆的生活，
不知道哪一天就遭遇“楼脆脆”了。

我们是 2004 年买的商品房，刚
入住时社区住户少，绿化多，感觉小
区清新舒服。随着住户增多，社区内
部道路被物业以各种理由占去，有些
路段改成车位出租，有些路段直接租
赁给商贩。双车道变成单行道，甚至
临街一楼的水电间，也被物业改造成

商业用房。
新楼中楼 44号楼，因为地处三岔

路口，交通相对便利，成了被关注的焦
点。该栋楼地下水电间很快遭殃：当时
水电间狭小，物业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默许商贩深挖地基，改变原有设计，硬
是把水电间改成了宾馆对外营业。

今年11月，44号楼下的车库又被
人盯上。未经业主同意和业主大会表
决，开发商、物业公司和一些商贩竟然
把楼下的车库扩建成 10余间门面房，
现已开始装修并对外招租。

44号楼上的大部分业主，为了买
房子都借贷了不少钱，辛苦买来的房
子却遭遇如此的烦恼。我们多次四处
奔波，但到头来无济于事。为此恳请
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关注，还给我们
一个安静宜居的生活环境！3

前不久，博爱县检察院在办理杨
某等人聚众斗殴和皇某寻衅滋事案
时，发现餐饮和娱乐行业存在非法雇
用童工问题。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该院及时向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下发了《检察建议书》，建
议对全县餐饮娱乐行业违法雇用童工
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并严肃查处；加强
法制宣传、提高用工单位法制意识。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
《检察建议书》后，在全县餐饮和娱乐
行业开展劳动用工情况专项检查，及

时处理青少年劳动者的投诉举报。11
月 7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又召集全县
20余家餐饮娱乐单位，就进一步开展
餐饮娱乐行业使用童工专项执法检查
进行安排部署。

近年来，博爱县检察院立足法律监
督职能，依法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履职，严
格监管用人单位雇用童工问题，积极宣
传青少年维权渠道和劳动保障政策，有
效地促进了劳动用工规范化，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3（孙建设 卢牡丹）

手机响了，一看是陌生电话，接还是不
接？最后还是接了。“您好。您是×××吗？”
一听是有关老伴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了。

“你有什么事？”“先生，我是太平人寿的客服经
理张光，您老伴有一笔保险费到期了，请带身
份证与银行卡来我公司办理一下。”我左思右
想，没听说老伴有这么一笔保险。

我半信半疑：“好的，谢谢，请发个地
址给我。”回家问老伴，她也想不起有这么
回事。我俩同时想：会不会又是诈骗电
话？可一查短信地址与手机地图上显示
的地址一致。疑惑的是，我手机号是新换
的，对方从何得知？

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到地方没找到
太平人寿所在大楼，打电话给张光，按他所
说位置终于找到了，且张光在门口等待，引

我们上了六楼大厅，由于他已约好办理，不
用再排号等待。递上身份证，查出了13年
前即2005年，通过交通银行购买的一万元
保险。这时，老伴才想起确有此事。

由于时间久远，保险单不知放在何处，
搬家后再也没印象。我问张光：“你怎么知
道我的手机号？”张光说：“由于原单上填写
的是座机号，号码换家了，无法联系到本
人，好在有地址，多次去找您，但对方是租
房户，好说歹说，对方才把您的手机号给
我。”这时我才明白过来。

前几天，这笔保费到账了。被老伴遗
忘了13年的保单有这么完满的结局，我们
被张光的工作态度所感动。真心感谢太平
人寿对客户如此认真负责的员工。3

（张再秋）

俺们外出农民缴医保咋恁难

楼下建筑频繁改造 楼上居民备受干扰

餐饮娱乐行业雇用童工应严查

一张遗忘13年的保险单

一些路边店家和住户，为方便给电动车充电，竟在人行道上随意扯根电线，根本不考
虑来往行人。尤其小学附近的路段，学生过往频繁，家长们十分担心孩子不了解安全用
电常识，意识不到因漏电引发事故的危险，一旦腿脚蹚着绝缘不好的电线有可能危及生
命。这是11月19日摄于郑州市中原路与工人路交叉口西北角人行道的图片，像这样的
情况在省会郑州屡见不鲜。3 天真 摄

““霸道霸道””充电 郑州街头寻常见充电 郑州街头寻常见

现
场
目
击

现
场
目
击

11月 23日，内乡县衙博物馆院内，千人
咏诵镇馆之宝——“三省堂名联”的活动，成
为景区内一道新的风景。

在活动仪式上，《锣鼓迎宾》《宣讲圣谕》
精彩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在内乡
县衙二堂，六名女子抚琴演绎“琴治堂”经典
故事；三省堂前，多位书法家挥毫泼墨写名
联。

同时，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十所大
学的代表与内乡县衙负责人就共建学习教育
教学实践基地达成共识，并进行了授牌。

仪式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同内乡县第
四小学的一千名师生齐声朗诵内乡县衙官
德名联，以此来弘扬内乡县衙官德文化，将

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据悉，内乡县衙从1984年建馆，历经30

余年稳健发展，到现在已由国家 4A级景区
正向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迈进，每年吸引着

全国各地 120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今年截
至 11月中旬，已接纳游客 130万人次，在全
国同类博物馆中遥遥领先。

伴随着千万余人次的口口相传，内乡县
衙已成为中原大地一张熠熠生辉的旅游名
片，先后获得世界文化多样性十佳博物馆、
中国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文化
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内乡县衙推出的“十个一”的
研学旅游新模式，更是将内乡县衙文化旅游
发展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也为内乡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打造全国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统筹：王晓杰 文图：樊迪 朱博 岳立）

内乡：千人诵名联 官德烁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