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翁韬

日前，洛阳市民贺先生向记者反映了
这样一件“烦心事”：2016 年，他的身份证
不慎丢失。2018 年，他发现自己居然成了
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而且该公司长期未
申报税款，他还被国税部门列入了“黑名
单”。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贺先生莫名其妙
成了“背锅侠”，更让他崩溃的是，此后他在
多个相关部门奔波数月也无法纠正这一错
误。

2 月 18 日，记 者 在 洛 阳 市 见 到 了 从
事 中 医 诊 疗 的 贺 先 生 ，他 告 诉 记 者 ，在
2016 年 3 月份一次外出时，他的钱包和
身份证不慎在洛阳火车站被盗窃。他于
2016 年 6 月份返回原籍嵩县补办了新的
身份证。

2018年 8月份，准备自己创业的贺先生
到洛阳市洛龙区税务局办理相关业务时，被
告知其已经被涧西区国税局列入了非正常
名录，不能办理公司税务业务。听到个消
息，贺先生当时就蒙了，“我从来没有注册过

公司，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公司的经营，怎么
会被列入‘黑名单’呢？”

随后，满怀疑惑的贺先生到涧西区国税
局和涧西区工商局（现市场监管局）了解情
况。涧西区工商局负责工商注册的负责人
告诉他，2016年 12月，有一个叫李小分的贵
州籍男子用贺先生的身份证件注册了洛阳
市厚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而贺先生是该公
司的法人代表。

记者在涧西区工商局档案室查询了当
时的办理记录，资料显示，该公司在工商注
册的时候是通过授权代理的形式由李小分
进行办理的，代理授权书的签名经贺先生鉴
别，并非本人签字，而贺先生本人也未到注
册现场，完全不知情。相关的公司税务手续
也是由李小分进行代办，贺先生同样不知
情。

而在注册经营半年后，厚泽公司进行了
工商注销。但是，其在经营期间未进行税务
申报，已经被税务部门列入了非正常名录。

“在本人不知情，也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工商注册部门单凭身份证就完成了注册？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草率了呢？”贺先生向
记者表示了自己的不解。

此后，记者联系了当时经办该手续的涧
西区工商局工商注册科的负责人。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根据工商注册的相关规定，并
没有明确要求公司股东本人到场，是可以通
过代理授权的形式办理的。而且，洛阳的工
商系统目前也没有进行人脸识别的设备，就
是当事人本人到场核验，也基本是依靠工作
人员的肉眼进行判断，如果现场办理人跟身
份证上的人长相比较相似，也是很难进行分
辨的。

该负责人也表示，对于贺先生被冒名注
册的事情，他们深表歉意，也正在积极想办
法解决。但是，该公司已经注销，冒名注册
的事已经无法通过撤销注册来进行纠正。
对于贺先生这样特殊的案例，他们也将向上
级部门汇报磋商解决办法。

随后，记者联系了办理贺先生税务问题
的珠江路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
员介绍说，想办理税务申报非正常的解除，
按照相关系统设定，贺先生必须要缴纳相关

罚款，补报公司税务项目后才能申请解除。
鉴于贺先生的特殊情况，他们会跟当事人协
商适当减免罚款。

对于这样的解释，贺先生一脸无奈，“我
从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而补报相关
税务项目需要公司的财务账目、企业法人代
表印章等一套手续，我根本没有办法办理！”

不仅如此，贺先生还担心：“厚泽公司在
经营期间极有可能会拖欠税款，如果后期税
务部门要对我进行征缴，作为公司法人代
表，我可能面临更加严厉的征信处罚，可能
个性信用都会受到影响。”

而据贺先生介绍，现在不仅其自己的创
业公司无法办理相关税务登记，公司注册后
申请银行贷款也被否决，就连其个人申请信
用卡也已经无法通过办理，“这一切可能都
跟被列入税务非正常有一定的关系”。

采访中，贺先生也表示了自己更多的担
心，如果被冒名注册公司的事情得不到及时
解决，他的个人征信可能也会出现一系列问
题，到时候，坐高铁、住酒店等都会受到限
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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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尉氏县福景鸿城社区西侧道路北段泥泞难行。
据当地群众反映，该条道路由于长期污水横流，无人管理，路面
经常积水，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出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治
理。6 牛建军 摄

□叶金福

“老小区楼道里没有配套照明，以前晚上出门还要

随身带个手电筒。现在好了，人刚到楼道口，带感应功

能的 LED 灯就亮了，回家的路更安全了。”宁波市文教

路 114 弄居民吴阿姨说。据了解，这次楼道亮灯工程

是当地“便民微改造”民生实事工程的一项内容。

近年来，各地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安排一些为民办

实事项目，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一些“高大上”的项目。

而对于那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微项目”，却很少

能列入政府的民生实事项目当中。

其实，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微项目”

亟待改造，诸如：公厕蹲坑两旁的扶手、楼道里的休息

椅、小区里的晾衣架……，这些看似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改造，就很有可能影响广大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和安全。

就拿老旧小区楼道的路灯来说吧。由于老旧小区

建得比较早，一般的楼道里都没有安装走廊灯，因而很

多住户夜间上下楼道，往往不是摸黑儿，就是自带手电

筒。而那些天天摸黑儿上下楼道的住户，就很有可能

因为不小心“走偏”而摔倒致伤。安装了电灯，楼道敞

亮了，住户就不用再摸黑儿上下楼道，不但方便了，而

且也更安全了。可见，路灯虽“小”，确实是“大”民生。

因此，笔者以为，宁波市文教街道把“楼道亮灯工

程”列入“便民微改造”之举，无疑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

生工程。虽然对这些“微项目”进行改造，不一定是轰

轰烈烈的政绩，但比那些彰显政绩的大工程更能体现

对群众的关切，也需要对群众一枝一叶的更深入了解、

体察。当然，老百姓也会为这样的“用心”之举而由衷

地点赞。

笔者希望各地各级政府不妨多学学宁波市文教街

道的“便民微改造”之举，多想老百姓之所想，多办老百

姓想办之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老百姓身边的“微项

目”，从而赢得广大老百姓的赞誉。6

近日，笔者趁周末和同事去乡下一个梅园游玩。
梅园里各种不同类型的梅花竞相盛开，煞是好看。但
笔者发现，与这美景极不和谐的是，一些游人不顾梅园

“禁止采摘”的温馨提示，一边赏花一边采花。游人散
去之后，满园的花海变成了满地的残枝败花，看了着实
令人不快。

游人到景点赏景赏花要讲文明、讲公德，做到“赏
花”不“伤花”，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可在实际
生活中，一些游人却将这些文明、公德抛到了脑后，任
性地攀花折枝、大煞风景。

眼下，正值初春时节，各地景点的花木将相继开
放。笔者以为，作为一名游人，到景点赏花时应带上“文
明”和“公德”，要做到“赏花”不“伤花”，让满园的鲜花不
但留给自己欣赏，更要留给他人欣赏。要让满园的鲜花
伴随着游人的文明素养一起绽放。6 （廖卫芳）

方便快捷、经济实惠，“流动厨房”如今已成为各地
农村操办婚丧嫁娶等宴席的首选。但不可忽视的是，
部分农村“流动厨房”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其无固
定摊点且流动性大、人员临时拼凑打“游击”、设施设备
简陋等问题，使其食品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食品
原料采购、餐饮具清洗消毒、加工操作过程等环节很难
得到监管，一定程度上潜藏着食品安全风险。

有鉴于此，农村“流动厨房”急需补足监管短板，延
伸监管链条，多方协同，确保农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首先，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食品安全宣
传，提高农民朋友的食品安全意识。其次，相关部门要
逐步推行厨师等级制、从业人员健康上岗制、餐具消毒
制等相关管理制度，要求“流动厨房”必须办理备案登
记，促进守法、有序经营。此外，要发挥基层组织的监
督作用。由村委会负责对入村“流动厨房”进行登记，
查验其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由村委会指定村红白理事
会负责人和雇主共同与“流动厨房”经营负责人签订三
方合同，保证饭菜质量达到卫生标准。6

(张忠德)

最近，安阳市示范区高庄镇东小庄村民
李伏只逢人便说:“红白理事会的新规定，让
俺给母亲办丧事直接受益，一下子节省近万
元。”

春节刚过，李伏只母亲因病去世。正赶
上村里就丧事办理定了新规矩，不准请吹唱
班、减少帮忙伙计、减免吃饭等。刚开始，李
伏只有意见，觉得没面子，怕别人说三道四，
不愿意接受新规定。经村两委干部再三讲
解新规定的作用和意义，才同意按新规定办
理丧事。

丧事办完后一结账，发现比新规定出台
之前节省了近万元开支。李伏只在事实面前
连夸新规定享实惠、得民心、顺民意。李伏只
家的事让周围的村民看到了移风易俗新规定
的好处，不少村民认识到，把钱浪费在吃喝
上，不如用到发展经济上。6 （乔光)

不久前，我回了趟农村老家。刚进门，哥
说给我下包方便面吃。我看到方便面包装箱
上落满了灰尘，拿出包方便面一看，保质期都
过去了半年多，我说方便面过期不能再吃了，
可哥说，咱农村吃东西不讲究这些，扔了怪可
惜的。

购买食品查看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是个常
识，这关系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城市居民已经
非常注重这一点，而很多农村人对此往往不那
么重视，买前很少去看保质期，食用时就是保
质期到了甚至过期了也不注意，觉得只要没有
异味就食用。而这种疏忽大意，造成农村因吃
了变质东西闹病的事时有发生，既影响到身体
健康，又花钱遭罪。

笔者希望农民朋友树立“保质期”意识，对
买来的食品要看准生产日期，自觉抵制过期食
品，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6(李朝云)

近日，一位朋友向笔者讲了一件事。
还没出正月，其儿子已将春节期间亲朋好
友给的 4000 多元压岁钱差不多花光了，
其中大部分的钱都是同学间在饭店相互
吃请花掉的。据朋友孩子说，不止他一个
人，他的好多同学也都把压岁钱花得差不
多了。孩子乱消费压岁钱的现象，令人忧
心忡忡。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多，孩
子们过年的压岁钱也逐年增加，成千上万
元已是很平常。但上述乱花压岁钱的事也
不鲜见。不少家长习惯将长辈们给孩子的
压岁钱完全交给孩子自行处理，使得不少
孩子把收到的压岁钱看作个人财产。个别
孩子压根儿没有想过父母赚钱不容易，花

起压岁钱来潇洒任性。由于缺乏引导，许
多孩子在使用压岁钱时出手大方。

笔者并不反对大人给孩子压岁钱，因
为压岁钱已成为我国春节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同时也代表了长辈对晚辈的一种美好
祝福。但是，家长要让压岁钱起到它应当
起到的作用，需要动一番脑筋。

家长在给小孩压岁钱的时候，数额上
不要攀比，要适度。另外，不要让孩子觉得
压岁钱是他个人的财产，否则容易助长孩
子的攀比心理和物质欲望，进而使孩子忽
视家庭的整体性从而失去对家庭的责任
感。

压岁钱提倡让孩子自己保管，这并没
有什么不妥，但不能不闻不问。因为毕竟

孩子年龄尚小，缺乏社会经验和合理消费
意识，作为家长，应当教育孩子合理消费压
岁钱。可让孩子把暂时不用的钱先存在银
行里，或用来购买一些有用的书籍，从小培
养孩子的理财能力以及正确的金钱观。

国外有调查表明，让孩子越早接触钱
币，越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现在，
我国许多中小学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推
出积极举措，如开办“压岁钱银行”、在课堂
中渗透商品交易内容，培养学生的自我控
制、自我管理、理性消费的能力。笔者希望
在正确的教育方法引导下，孩子的压岁钱
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减少，甚至消除；让其
积极作用得以发挥，让下一代有更好的“财
商”。6 （井夫）

□本报通讯员 闫占廷

“通过这两年的脱贫攻坚，村里精神面
貌转变最大的是谁？”2月 23日，在宁陵县
张弓镇姜庄村村室里，笔者随口问了一句，
没有想到，村干部和帮扶工作人员众口一
词：“当然是姜方林了。”

姜方林父母去世得早，留给他三间红
砖大瓦房和 2.5 亩耕地。但是他安于现
状、脱贫动力不足，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
明天喝凉水。最后住的院子墙倒屋塌，田
里的庄稼被荒草侵占，在脱贫路上“掉了
队”。

2017年 5月，宁陵县教体局扶贫工作
队入驻姜庄村，彻底改变了光棍姜方林的
人生。驻村第一书记杨杜魁入户走访时，

坐下来和姜方林促膝谈心：“男子汉大丈
夫，年纪轻轻，长着一双手，能挣不来钱？
能找不到媳妇？”但姜方林是块“硬石头”，
任你说破了天，只当是耳旁风，还是我行
我素逍遥自在。

先给他落实扶贫政策。2017年 11月，
给他进行危房改造，露天的房屋修缮一新；
然后改水改厕，两边围墙也砌了起来。
2018年春节，又实施了“六改一增”项目，他
家添加了彩电、洗衣机、电磁炉和电热锅。
姜家自此焕然一新。

这一切，姜方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也激发了他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他花费了
两天时间，将庭院里的杂草、砖头清理干
净，被评为户容整洁之星。去年 2月，他主
动找到扶贫工作队，要求参加短期技能培

训。在分配公益性岗位时，他又积极要求
干公路管理员。穿上黄马甲，在三朱公路
上扫扫地、护护坡，每月领取 300元工资。
他还把耕地租给了合作社种植辣椒，每年
收取地租，自己另外打工挣钱。

“农忙的时候，他给人家打药施肥，掰
玉米摘花生。农闲的时候，他还跟着建房
施工队提泥搬砖。方林变了，比以前勤快
多了！”姜方林的婶子耿福荣看到侄子的变
化，喜在心头。

“我 2018年收入达 6000多元，光荣地
摘掉了贫困帽。这得感谢扶贫工作队，是
他们给我鼓起了精气神，走上了脱贫致富
的正道。下一步，我想多攒些钱、娶个媳
妇，也过上美满的生活。”姜方林露出一脸
幸福的笑容，腼腆地说。6

农村“流动厨房”
期待健康发展

农村食品消费
莫忘“保质期”

压岁钱任性消费令人忧

脱贫路上不掉队

道路积水 出行难

春暖花开，正是文化下乡的好时机。笔
者下乡听到很多农民朋友对文化下乡有不同
的看法，他们称以往上级部门的文化下乡，搞
文艺演出、送书、送电影等活动，农民是欢迎
的，也很高兴。但他们在高兴之余，总觉得这
样的文化下乡还是缺点什么。

有的说，不少文化下乡的活动流于形式，
来的时候搞得热热闹闹，走后，农民没觉得有
啥收益。如有的送戏下乡，搞文化下乡“一日
游”。能真正反映农民生活，宣传农村新人、
新事、新风尚的戏剧、小品、歌舞等优秀作品
却不多。又比如，文化送书活动所送的书根
本不是农民最需要的。书是送来了，但大多
都成了家中的摆设，甚至不久便成了农民家
的废物。

如何让送文化下乡真正符合基层群众的
口味呢？笔者认为，一要着眼于促进农村发
展实际。“文化下乡”的内容需从各地实际出
发，紧密与本地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起
来。二要着眼于实际效果。在组织好大型团
队下乡的同时，要更多组织小型演出队深入
基层，要充分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手段，加快
农村文化建设。三要文化部门积极组织有关
部门和专业人士真正深入到基层，了解基层
民众的口味，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入手，送出他
们喜爱的文化“美食”。6

(王树恒)

文化下乡也要接地气

铅酸蓄电池是世界上各类电池中产量最大、用途
最广的一种电池。我国铅酸蓄电池市场也在不断扩
大，铅酸蓄电池产量越大，报废更新的铅酸蓄电池越
多。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数
量已超过 330万吨，而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
营单位回收量却不足30%。

此外，由于不规范的回收行为，大量废铅酸蓄电池
被随意拆解处置，致使大气、土壤和水源污染。不规范
的回收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环境和人们的健康，还造成
废铅资源严重浪费和国家税收的流失。

让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步入正规渠道刻不容缓。废
铅酸蓄电池应分类管理、强制处置，对其收集、转运、贮
存等重点环节要有严格要求和重点控制，建立正规化
制度化回收处置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废旧
铅酸蓄电池处置、回收、监管法律责任和义务，为实现
规范化回收和处置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部门应加大监
管力度，依法打击非法回收废铅酸蓄电池、非法铅再生
冶炼及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为规范铅酸蓄电池企业
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6

（潘铎印）

废旧蓄电池回收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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