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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来函照登

笔者所在的居民区都是单家独院，一个胡同的
邻居相互照应，比较亲热。可自从邻居牛大爷家养了
一只宠物犬之后，邻里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牛家养的犬在胡同里乱窜，有时候追着人狂吠，邻居
们明显有意见，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说。由于宠物犬无
任何管束，经常在邻居家门边留下排泄物。一天早
晨，邻居王大叔推开大门终于再也忍受不住了，找到
狗主人，“你那狗拴一下或者关在自家院子里行不行，
你看把我家门口拉的！”“狗也不是人，它要是啥都知
道了就不是狗了！”牛大爷还振振有词。邻居们虽然
看不过去，可是碍于面子谁也没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好好的邻居现在变成了见面不再理睬的仇人。

笔者认为，养犬者不能为了一己之好而不顾他
人感受，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管理，千万不要做自家
养犬他人遭殃的事。小区物业或者居民所在的居委
会对养犬者应该经常开展相关的教育，让他们多些
文明意识、多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我行我素和自我任
性，自觉做到养犬不伤人，养犬不扰民，养犬不糟蹋
环境。6 （陈健）

养犬缺文明 邻里起纠纷

“小绿”是许昌市民对遍布市区的浅绿色公共自
行车的昵称。近年来许昌市结合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大力倡导低碳环保出行，陆续在城区投放了
8000多辆公共自行车，有效打通了绿色出行中“公
交到不了、打车不划算、步行又嫌远”的“最后一公
里”，深受百姓欢迎。

可是，近来我在许昌市区街头却不时看到一些
人身穿广告衫，手举广告旗，成群结队地骑着“小
绿”，在车流、人流密集的繁华路段缓缓而行，广告巡
街，招摇过市，引起不少市民的侧目冷眼，纷纷议论，
政府为方便群众出行免费提供的公共自行车，咋能
变成为商家打广告的赚钱工具？

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自行车属于社会资源，服
务对象是自愿选择骑车出行的市民群众，任何团体
或个人都无权以车谋私，随意占用。“小绿”变身“广
告车”，不仅剥夺了其他合法使用者的正当权益，扰
乱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正常运行秩序，而且涉嫌非法
侵占公共交通资源，影响市区道路交通，对这种社会
资源私用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严肃查处，绝不可放
任自流。6 (邢峰)

公共自行车变身“广告车”不可取

监督前哨

连线基层

年终总结应该多些“干货”

□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11月 30日，南阳唐河，重度污染。
上午10点，王集乡张岗村还笼罩在浓

浓的雾霾之中，村头一处低洼的巨大矿坑
内传来阵阵的机器轰鸣声，距离几百米开

外就可以看到多处浓浓的团雾蒸腾。
站到矿坑边缘，记者看到这是一处占

地将近两百亩的大型砖窑厂，一处如山的
煤堆旁，一辆挖掘机正在进行运煤作业，
不远处的多个砖窑顶部冒着浓浓的烟雾，
厂区内高耸的脱硫塔却只有淡淡的气体

排出。
记者绕到靠近砖窑的位置观察，可以

看到有车辆在窑口进行砖块的装运。由
于是下风口，空气中浓重的刺激性的煤
烟味道扑面而来，让人呼吸困难。在观
察十几分钟后，记者就感觉头部胀痛，恶
心反胃。

一位在附近农田耕作的村民告诉记
者，这家砖窑厂在当地已经开办有十多年
了，此前的规模并不大，近些年通过购买
周边群众的土地，厂区规模越来越大，现
在应该有一百多亩。

“前些年，这家砖窑厂的煤烟排放比
较严重，经常是‘冒黑烟’，这两年经过治
理已经好转不少。”村民告诉记者，上个星
期，县里派人来让厂子停工了，但不知道
啥原因，刚过没几天，又开始生产了，砖窑
上空烟雾缭绕的。

在王集乡的另一家大型砖窑厂，记者
也看到同样冒烟生产的场景。

而记者在唐河县环保局的网站上看
到，2018年 11月 30日上午 10点 49分公
布的“唐河县 2018年 11月份污染源随机
抽查公示表”上显示，在 11 月 28 日—30
日的检查情况一栏中，全县的砖厂和新型
建材厂全部处于“停产”状态。

既然已经处于停产整顿期间，为何开
工生产依旧？随后，记者到唐河县环保局

进行采访。该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上
周，根据全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需
要，全县的砖窑企业已经全部停工整顿，
记者反映的情况，他们会尽快派监察大队
过去督查，如果确实存在偷偷开工生产的
情况，会尽快让其停工进行整改。

该负责人也表示，按照县里的相关要
求，这类砖窑企业都需要安装大气污染在
线监测装置，但是某些企业由于资金没到
位，尚未安装，存在监管的难点。

采访中，王集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个企业有相关的环评和验收手续，工
业用电已经停了，应该是在停产中。记者
反映的情况，乡里会尽快调查落实。6

唐河王集乡砖窑厂

停工整改期间 顶风生产依旧 □宛诗平

又到年终岁末，一份高质

量的工作总结不可缺少。然

而，翻开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

总结，穿靴戴帽、以空对空的也

为数不少。工作总结言之无

物、“水分”太多，这是形式主义

的表现，应当坚决予以摒弃。

年终总结的“水分”体现

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一些人

刻 意 追 求 汇 报 材 料 的“ 形 式

美”，不仅要求标题押韵、对仗

工整，而且有时为了“出彩”，

还“ 挖 空 心 思 提 炼 几 个 新 概

念、造几个新词”。这种舍本

逐末、投机取巧的做法，本身

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再比如，

一些人存在“求长不求短、求

全不求缺”思维定式，将本来

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变

成长篇大论，直接违背了“精

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

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还有

一些人把年终总结当成表功

通 道 ，把 工 作 计 划 包 装 成 成

绩 ，将“ 将 来 时 ”变 成“ 完 成

时”，过去开展的工作装到新

的工作主题中，更是暴露出缺

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年终总结是一项严肃的

程序性工作。总结成功的经

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做好新

年工作打算，对各部门各单位

非常重要。年终总结一旦有

了“ 水 分 ”，就 会 产 生 应 付 态

度，就算吹得天花乱坠，说得

头头是道，也不过是用空谈屏

蔽真相，以此作风来总结过去

和指导工作，其后果只能是割

裂了干群之间的信任，损害了

党和政府的公信。

文风体现的是作风。年

终总结“水分”太多，于个人而

言，是理想缺失、放纵个人私

欲的结果；于体制而言，则是

监督机制缺乏，助长了歪风邪

气。因此，挤掉年终总结中的

“水分”，让年终总结多些“干

货”，显得紧迫而重要。

让年终总结多些“干货”，

一方面要转变考核方式，避免

把总结材料作为衡量和考核下

级工作的主要依据，以“转作

风”推动“改文风”，善于深入一

线察实情、多走多听多看倒逼

下级部门在准备总结材料过程

中少一些侥幸心理；另一方面

要加大问责力度，不但要对材

料不实、材料造假的行为本身

进行问责，同时也要顺藤摸瓜，

对材料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进

行调查核实，予以相应的问责

追责。6

12月 2日，郑州市锦荣国际轻纺城，两个小学生推着自行
车在手扶电梯上来回上下。小孩子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推自
行车上下扶梯很危险，希望家长能加强对孩子的保护和安全
教育。6 刘卫民 摄

直击现场

近日，身边一位农民朋友为了获
取一副价值 3元的眼镜，给不明身份
的人提供了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和在
银行柜台的影像资料，个人的身份信
息因此被泄露。而这种骗取农民个
人信息的现象在农村并非个例，近
年，一些不法分子纷纷打起留守老人
个人身份信息的主意，以各种方式骗
取。笔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要强化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不要上当受骗。
笔者认为，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要在宣传、疏、堵上做文章。一
方面，地方政府要成立以公安、银行、
村委会为一体的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保护领导小组，公安和银行通过宣传
车、散发宣传单、进村现场解答咨询
的方式，提高农民群众的消费、信息
保护安全意识，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

因小失大。另一方面，加强网络信贷
业务的管理，对于网络办贷、信用卡
业务的办理，要提供金融行业服务对
象业务办理时的实时视频签字影像，
确保借款人、信用卡办理人的真实
性。对于未存有实时影像资料的业
务办理，从法律的角度不予认可，从
根源上制止网络办贷的不规范行
为。6 （田忠华）

民情与法

谨防农民个人信息泄露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电器拥有
量也逐年增加，小到电饭锅、
电茶壶，大到电视机、电冰箱、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已成为农
民朋友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但电器不管质量如何，时
间长了难免有损坏，损坏了就
得修理。可据笔者了解，目前
在各地农村，电器坏了要得到
及时修理很困难。许多农民
朋友遇上家电出了故障，不得
不花大力气将电器搬到城里
去修理。对那些深居边远山
区的农民朋友而言，修一次电
器就更不容易，搬来搬去来回
数十公里的路程，花去不少费
用不说，还花去不少时间、精

力，徒增不少烦恼。可以说，
许多农民朋友是轻轻松松用
家电，困难重重修家电。

如今，一些家电厂家、家
电商场在电器的推销上已着
眼于农村这个大市场。农民
朋友只要打个电话，商家或厂
家就会把电器直接送到家门
口。然而，在维修网络设置上
却只重视城市，往往忽视了农
村这个大市场。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制
造、经销家电的有关企业在向
农村推销家电之时，不妨在农
村多设立几个家电维修点，让
家电销售与家电维修同步，从
而让家电真正占有农村这个
大市场。6

(廖卫芳)

目前，酒后代驾这一行业
发展非常迅速。然而，酒后代
驾在为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安
全问题。

笔者了解到，现在的酒后
代驾业务主要有酒店或娱乐
场所提供的代驾服务、专业代
驾公司提供的服务和私人代
驾服务三种。代驾业务由于
存在着代驾服务人员的综合
素质参差不齐、多数没有接受
过相关安全培训、代驾服务收
费标准不一、监管不规范等多
方面的原因，导致不少“黑代
驾”“野代驾”充斥市场，极易引
发代驾服务行业安全和法律问
题。因此，必须综合施策，强化
对代驾行业的监管。

对此，笔者建议：一是要
严把代驾行业经营管理准入

和代驾人员培训关，将代驾服
务人员纳入一个合法体系，规
范管理好专职和兼职的代驾
人员。二是根据区域实际，制
定代驾收费和服务标准，将代
驾收费标准透明化，避免因收
费不公平等原因引发纠纷。
三是针对代驾行业发展不健
全的状况，可以由交警部门代
为审核代驾人员的资质，将代
驾服务纳入公交公司和出租
车公司的服务范畴，由交通运
输 和 工 商 部 门 做 好 行 业 监
管。四是明确规范代驾公司、
代驾驾驶员和消费者三方的
责任，为群众提供一个有效的
维权平台。五是相关职能部
门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黑
代驾”“野代驾”，进一步净化
代驾服务环境。6

(钟长顺)

酒后代驾亟须强化监管

期盼家电维修下乡孩子推车上电梯，危险！

王集乡砖窑厂远景。

正在冒烟的砖窑。

济源税务大走访、大座谈：立足需求为民营企业发展“添砖加瓦”

倾听企业意见 顺畅沟通渠道 提升服务质效□本报记者 王先亮 本报通讯员 汝路

自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立足全
市民营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坚持实地
走访与现场座谈相结合，问真需、访
实情、求实效，不断畅通税企沟通渠
道，为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释放改
革红利、增进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真诚沟通，认真听取所期所盼

今年 11 月，济源市税务局“问需
求、优服务”税企座谈会，向广大企业
详细介绍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情
况、业务系统整合和纳税服务工作情
况，并就申报征收、政策落实、纳税服
务等方面与参会企业代表进行了详细
讨论。座谈会后，各基层单位相继开
展大走访、大座谈活动，突出问题导
向，积极回应纳税人需求。

“税务系统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

离不开纳税人、缴费人的关心与支持，
恳请大家一如既往地加强对税收工作
的监督，希望税企双方站在新的起点
上，深化沟通交流，增进理解支持，一
起努力、共治共赢。”座谈会上，济源市
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振用真诚的
开场白，调动起纳税人“找问题、讲诉
求、提建议”的热情。与会企业代表纷
纷围绕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后，如
何优化纳税服务、提升办税质效、服务
企业转型等方面问题深入沟通，共谋
良策。

河南西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戚兴国说：“国税地税合并后，
企业也很想了解税务机构改革情况，
这次座谈会开得非常及时，税务部门

与纳税人面对面沟通、现场解决问题，
形式也很好，作为纳税人代表，我们非
常满意。”

注重反馈，落实解决不打折扣

“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越来越多，
我们想更深入地学一学政策知识，希望
税务部门能多举办一些相关业务的培
训活动。”座谈会上，济源市方升化学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贾艳提出了这样的
建议。该局工作人员当即将这一建议
记录在案，并表示今后会统筹安排，用
承诺和速度现场回应了参会企业。

“再小的问题也不放过”是济源市
税务部门大走访、大座谈活动宗旨的
真实写照。在此次活动中，该局对纳

税人提出的各类问题建议做到照单全
收，能立即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负责
人现场“对症开方”，对纳税人提出的7
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无法现
场解决的，分门别类建立事项清单，梳
理归纳出纳税服务、税收征管、政策落
实等方面 80余条意见建议，列入督查
督办台账，严格压实整改责任，确保纳
税人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件件有回音，
事事能落实”。

贴近需求，精准施策靶向服务

为了使大走访、大座谈收到实效，
济源市税务部门把实地走访、集中座
谈、电话辅导、网上调查等多种形式结
合起来，8个基层分局分别对辖区内企

业进行了走访调研。活动中，走访组与
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进行交流，详细
询问纳税人生产经营管理情况、财务核
算和财务管理情况。结合企业经营现
状，组织基层税务干部按照所负责区域
和行业，提前梳理税收法律法规和优
惠政策，走访时对纳税人开展有针对
性的政策宣传，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帮
助企业用好用足。同时，税务人员还与
纳税人一道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
的涉税问题，及时发现并纠正纳税人纳
税行为中存在的问题，防范税收风险。

河南顺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牛更生说：“公司成立以来，税

务部门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不仅在
初期进行纳税辅导、税收知识普及，还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开展资源综
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走访，落实减
免税政策，为我们企业应对经济形势变
化、更好地向前发展增添了后劲！”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和因地制宜，根据不同规模、不
同类型纳税人的实际诉求，做到点面
结合，既回答好普遍性问题，也回答好
个性问题，把意见建议与企业具体情
况结合起来，努力为纳税人提供个性
化服务。”济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局长牛麦奎谈道。

下一步，济源市税务局还将以大
走访、大座谈为契机，紧盯纳税人诉
求，着力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更加专业
化、个性化的纳税服务，做到宣传辅导
及时到位、政策落实不打折扣、管理服
务优质高效。

新机构 新服务 新形象 河南税务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