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从郑州市某中学门前路过，看到几名工人在围栏
上安装塑胶树叶,笔者心里不是个味儿。

美化环境没有错，选择塑胶树叶则有些欠妥。假树
叶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没有生命，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既
释放不了氧气，也改善不了环境。用仿真植物进行必要
的点缀，当然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大量使用，更不能以假
充真。

学校本是崇真尚美的地方，让假植物环绕校园，这
会让学生们怎么想？会不会给他们留下“不美的东西，
可以通过造假变美”的印象呢？其实，在学校种植花草，
并组织学生为其松土、浇水、剪枝，不仅有助于他们观察
植物、了解自然，提高爱绿护绿意识，而且还能实实在在
地美化校园。

采用塑胶树叶等仿真植物绿化美化单位的，并非个
例。对这种违背自然之举，需要引起足够警惕。让城市宜
居，就应该有足够多的角落来盛放和接纳自然景观，这样人
们才能充分感受到自然的变化与四季的交替。

省会郑州正在积极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需要真
抓实干、多措并举，通过规划建绿、拆违添绿、见缝插绿、
留白增绿等，努力让所有适宜绿化的地方都“应绿尽
绿”。只有大幅增加城市绿地，绿城郑州的美名，才会实
至名归。3 （郭志钧）

□潘铎印

意见选择保留，不满私下“吐槽”，怨气藏在心里……近

日，《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在职干部在公

开场合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心里话，谨守“为官

不言”原则，由此产生的“群体失语”现象在基层有所抬头。

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

正气的重要体现。讲真话体现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既

是党和人民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全体党员干部

对党忠诚的重要表现，更是每位党员干部必备的基本素养。

一些干部在公开场合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

心里话，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或怀有“老好人”的心态，或秉

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为官之道，只说“好话”“官话”，

不讲真话，不说实话；或认为“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

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以致讲漂亮的空话多、

讲严谨的套话多。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领导干部不愿听

真话，甚至给提意见者穿“小鞋”，人为地堵塞言路。

讲真话，是我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

是党正确领导、科学决策、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党

和国家事业的兴衰。作为党员干部要做到光明磊落、开诚

布公，对党和人民要敢于讲真话、说实话。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领导干部应

带头讲真话、说实话，愿意听真话、鼓励讲真话，善于从真话

中汲取养分，完善自己。应有“闻过则喜”的雅量，对不同声

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才能形成畅所欲言、求

真求实的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应从组织制度和纪律上重

视、保护讲真话的人，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讲实话的人要

鼓励，对弄虚作假、文过饰非、溜须拍马的人轻者要批评，重

者给予惩戒，对纵容、暗示或强迫下级搞形式主义、隐瞒实

情的要严肃问责。

当然，讲真话也要防止和克服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不能

想说啥就说啥，更非发牢骚、撒怨气、乱放炮，而是要讲有客观

依据的话、有用的话、负责的话，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

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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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监督前哨

领导干部要带头
培育谏言“土壤”吕东村电价咋恁高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近日，本报接到杞县裴村店乡吕东村
群众反映:该村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高得离
谱，电费收缴管理混乱。为此，记者前往
采访。

3月 18日下午，记者在吕东村农田旁，
看到一根电线杆上挂着一块写有“国家电
网”字样的电表，电线杆一侧是一眼机井。
一位村民说，电线杆上的电表是供电公司
安装的，村民浇地用电时还要再接一块电
表挂到电线上，农电工按照临时挂上去的
电表计量收费。

群众反映，从去年开始，该村农民家
庭都先后更换了新电表，照明用电价格
0.56 元/度，自己到供电公司营业厅去交
费，先交费后用电，这一块很少有纠纷。
但农业生产用电这一块，还是由村里农电
工收费，价格高出国家标准很多，管理比
较混乱。

群众说，长期以来，该村农业生产用电
收费很高，价格从每度电 1.1元到 1.5元不
等，而国家规定的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则是
每度 0.48元。农户浇一亩地大约用 10度
电，每年需浇地 4次，一个家庭按照 10亩

地计算，每年至少多掏三四百元。不仅增
加了农民的种粮成本，而且加重了农民负
担。农电工按临时接挂的电表读数收费，
价格由他说了算，各个村民组和不同个人
之间，收费标准也不一样，且收费不出具
收据。

村民说，该村农电工长期由现任村支
书潘某担任，后来他儿子潘某某也成了农
电工。2002年农村电网改造后，他们对另
外装表者高价收取装表费，两相表收 240
元/块，副业表收 500 元/块，而按有关规
定，更换智能电表由供电公司免费提供。

在农村电网改造前，家庭用电常出现
被重复收取电费和多收电费的现象。甚至
还出现过农电工长期私接副业黑表，并将
收费装入个人腰包现象。

一位村民说，他不识字，不会认电表。
2017年农电工潘某到他家收费，说两个月
用了 600多度电，他交给潘某 560元后感
到有问题，就到乡供电所找余所长。余所
长亲自到他家查看，一看电表，显示只用了
60 多度电。后交涉多次，直到 2018 年 3
月，潘某才退还了多收的420元钱。

3月 19日上午，在裴村店乡政府，潘某
接受了记者采访。

潘某说，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干农电工
的活儿了，收费的事不清楚。因为之前有
人浇地用电出了事故，地头上用电这一块
供电公司怕承担责任，就不管了，让村里负
责。这样，吕东村就请人来管理浇地用
电。私接黑表的事，上级已经处理了。

而据村民反映，名义上潘某不再管村
里的电了，但他还到各家各户抄表，只是收
电费时请别人去收，按天给别人开工资。

3月 20日，国网杞县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就有关问题向本报记者作了说明。

相关负责人说，供电公司是按照端口
电表计量收费的，收费严格按国家规定收
取，每度电 0.4842 元。端口以下，到田间
浇地用电由村里负责，供电公司不参与。
对群众反映的农电工私接黑表问题，国网
杞县供电公司进行了调查处理。

该公司的说明材料称：潘某在1993年
3月至 2010年 4月任吕东村农电工，2010
年 4月份后，因身体原因，不再负责吕东村
用电管理工作，调至裴村店供电所负责内
勤。吕东村耕地约 1000亩，因 2012年吕
东村多处农田灌溉变压器及低压线路被
盗，为解决农民浇地问题，经村委会召集村
民代表会议研究，先后由个人出资购买 4

台变压器并架设线路，村民同意将购置变
压器和架设线路材料、人工费等均摊到电
费内，村委会同时委派人员负责农排变压
器管理收费。杞县供电公司依照规定与村
里管理这些排灌变压器的负责人签订了高
压供电合同，对配电变压器总表按国家核
定电价标准收取电费，具体农排电价收费
标准，由吕东村委会决定。

2018 年 10 月份前，吕东村公用变压
器由潘某之子潘某某负责管理。2018年
8月，在审查网络举报件涉及该村用电事
项时，在该村共查出不在系统的黑电表四
块，涉及的电费已追回，对农电工潘某某
给予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处分，并将其调离
原岗位。

该公司对潘某某处分决定的文件显示，
潘某某装黑表私自截留电费26290.8元。

一位村民说，自己做榨油生意，农电工
潘某私自给他接上了副业黑表，电费从0.77
元/度到 0.88/度不等，至今至少用了 20万
度电，大约20年了，电费都交给了潘某。

另一位村民说，农业生产用电在末
端管理上也应纳入供电公司服务范围，
不能让便民服务在“最后一公里”变味走
样。3

96333是南阳市的电梯应急电话。3月 19日早上，笔
者所在小区的电梯出现故障，于是在第一时间笔者拨打
了 96333。可是 8点 03分拨打第一次、8点 53分拨打第二
次，电话都无人接听。直到 10点 43分拨打第三次，才接
通。经了解得知，南阳电梯应急呼叫中心的工作时间是
早 7点到晚 9点，那么为何在工作时间却出现无人接听的
现象呢?

96333电梯应急服务电话本是保障电梯安全运行、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服务平台，是乘客在电梯遇险时
可以得到快速解救的“生命热线”，也是体现质监部门为
民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原本应该扮演“生命卫士”的
电梯应急电话，却时常“掉线失联”打不通，真让广大居民
感到不解。

针对电梯应急电话打不通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关部门
应切实提高安全责任意识，从小区物管到应急处置服务呼
叫平台，都应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对电梯应急服务呼叫中心
的管理，以确保群众拨打应急电话能得到及时回应，杜绝安全
管理的盲区，让群众的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障。3（刘辉）

平时,好友聚会喝了点酒，多数人都会劝朋友不要开
车。可是也有人心存侥幸，鼓励朋友酒后驾车的。前不久，
洛宁就发生一起因朋友教唆而酒驾的案件。

1月 2日下午，赵某毅和三个朋友在县城一起喝酒后，
大约19时许乘出租车到赵村乡西王村办事，遇到刚喝了酒
的好友孙某朋。事情办完后，赵某毅要打车回县城，孙某朋
明知赵某毅喝过酒，还是非常热心地借来朋友的车，坚持让
赵某毅驾驶，自己坐副驾驶位置一同回县城。

车辆行驶至洛宁县富宁大道世纪星幼儿园路段，被执
勤交警拦停检查。经检测，赵某毅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96.4mg/100ml，系醉酒驾驶。赵某毅供述：醉酒驾车主要
是因为孙某朋的一再鼓动。虽然孙某朋没有驾驶汽车，但
其明知赵某毅饮酒并教唆其醉酒驾车。依据刑法相关规
定，这种情况下酒驾司机和劝其酒驾者均应承担危险驾驶
刑事责任。1月 14日，赵某毅、孙某朋二人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均被刑事拘留。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孙某朋教唆朋友酒后驾
车，既害了朋友，又坑了自己。3 (宁安宣)

电梯应急热线岂能常“掉线”

教唆朋友酒驾“哥们”双双被拘

民情与法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对乡土植物痛下杀手，让一些
外来树种和名贵花木取而代之。虽然这些“外来户”对改变
环境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没有经过自然驯化，往往无法
适应本地气候，不仅存活率低，而且养护成本高。

乡土植物具备的优势显而易见。与“外来户”相比，乡
土植物经过漫长的环境选择，已经对本地条件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种植简单又易于管护。不仅如此，众多乡土植物之
间，已经产生了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关系，对维护生态平
衡至关重要。

推广栽种本地乡土植物，是绿化的一种进步，也是一
种回归。在点缀风景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的故土情结
和乡愁情怀。因此，绿化要坚持生态优先、景观多样、因
地制宜、科学规范的原则，注重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多样
性，不可一味求洋，而应站在维持生态系统自我更新、自
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角度，充分发挥乡土植物对环境适应
性、抗逆性和稳定性等优势，让乡土植物当主力、外来植
物做点缀。

唯有如此，造林绿化才会花小钱出大效果、出常效果，
体现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3 （丁恒情）

在我省的豫北、豫东、豫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到处种
植的都是杨树，加上一些杨树品种老化，每年一到春夏之
交，许多杨树大量吐絮，漫天飞舞，犹如下大雪一样。

飞舞的杨絮，飘浮到正在扬花的麦穗上，可致使小麦
减产；飘浮到人们的皮肤上，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红肿
发痒；飘浮到人们的鼻孔里，如果进入呼吸系统，会导致
咳嗽、呼吸困难等。另外，由于杨絮易燃，容易引起火灾
事故，如果杨絮黏附在汽车发动机上，大量累积也易引起
汽车自燃。更烦人的是，杨絮还会黏附在各家各户的纱
窗上，不仅影响居室的美观，而且影响室内的空气流通和
采光。

眼下，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季节。笔者呼吁：政府及
有关部门引导农民在植树造林时，多多发展优质适生的
树种，对老树种逐步进行更新，伐掉那些对人体有害、污
染环境的有絮杨，尽快栽上对人体无害、美化环境的无絮
杨。3 （王连三）

这个季节，许多地方都在组织植树造林，这无疑是一
件大好事。但是有些地方，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难
见林。

笔者以为，这是形式主义在作祟。有些地方，每年一
到植树节前后，就大造声势，大做表面文章。他们专门选
择比较显眼的地方，运来树苗，插上红旗，报纸上见名，电
视上留影。由于重形式、轻管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种下的树，到后期不是变黄，就是枯死。难怪许多老百
姓在背地里议论：“春天种，秋天黄，冬天进灶膛，来年还
得植树忙。”

三分种，七分管。植树容易，护树养树不易。因此，
植树造林不仅要讲数量，更要求质量。宁种百棵活，不种
千棵死。与其年年摆花架子，年年种树不见树，还不如把
更多的精力花在养树护树上，做到种一棵，活一棵，绿一
片，真正把植树造林落到实处。倘若是植“数”造“零”，还
不如不种。3 （廖卫芳）

假枝叶带不来真春天

春来发几枝
却被无情折

长枝依依，新叶尖尖。高镰
横来，何堪一餐？这是笔者 3月
18日摄于郑州市金水区吴家庄路
与金水河交叉口金水河畔的一
幕。3 王林春 摄

让乡土植物成绿化标配

企盼无絮杨植树要量更要质

春天来了，群众对绿化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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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沈丘县纪委精选出具有警示
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汇编成《警示教育
读本》，印制3000千册发放给全县党员
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以典型为镜，
做到警钟长鸣。《警示教育读本》用简洁
的语言，形象剖析查处的扶贫领域和涉

黑中的违纪违法案例，通过以案明纪、以
案示警、以案促教、以案倡廉方式，警示
各级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意识，履行主
体责任，坚持挺纪在前，加强作风建设，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要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切实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通过深入
学习《警示教育读本》，详细解读典型案
例，使党员干部深刻剖析自我，查找自身
不足，自省自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使警示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徐丽）

沈丘：编印警示读本 助推脱贫攻坚

近来，中牟县郑庵镇纪委全面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用铁的纪律打造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一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开展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活动，提高纪检监察干部
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在政治上同向、思想上同心、

步调上同频、行动上同力。二是提高
监督执纪水平。结合监察体制改革，
通过开展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加强纪
检干部对《宪法》《监察法》和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
规的学习，补齐能力短板，使纪检监察
干部既能依纪监督、又能依法监察。

三是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设置廉洁纪
律“高压线”，制定完善相关制度，从改
进工作制度、学习制度、加强公车管
理、规范财务支出等方面，以严的要
求、严的措施、严的管理加强纪检监察
干部建设。

（曹雪飞 李亚芳）

中牟县郑庵镇依托“三个抓手”锻造执纪“铁军”

鄢陵县城管局为深入开展廉政约
谈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
制，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一要
从思想上树牢廉洁自律意识。加强
理论和业务学习，学习上级会议精

神，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利是把双刃
剑 。 二 要 严 守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要自觉接受廉政教育，转变不
良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守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三要落实好廉政责任。

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要严
于律己，抓好队伍。通过廉政大约
谈活动，使全局工作人员真正做到
警钟长鸣。

（曹卫平）

开展廉政约谈 筑牢思想防线

近日，鹿邑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韩林主持召开派驻纪
检监察组组长述职评议会议，分别
听取15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自
派驻纪检监察组成立以来，在强化
业务学习、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等
方面履行监督责任情况汇报，分析
查找存在问题，进一步明确工作目
标和任务。韩林对每个纪检监察组
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逐一点评，对
下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各派

驻纪检监察组要强化责任担当、认
真履职尽责，创新工作方式、积极组
织协调，扎实推进驻在部门和综合
监督单位党组织扛稳抓牢主体责
任。特别要求各派驻纪检监察组要
在促进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
神落实、严肃查究“四风”典型问题
等方面发挥好“探头”作用，进一步
巩固深化鹿邑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成效，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作风纪律保障。 （李发泉）

鹿邑县：述职评议助推派驻监督更精准有力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为进一步弘扬“担
当 诚信 专业 创新 绩效 稳健”的价值观，引导
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近日，中行新乡分行
以“做有担当的中行好青年”为主题，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主题活动”。一是
开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联合新乡市老龄办宣传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
信诈骗金融知识。由该行中后台人员分批到市
老年活动中心进行互动宣传，现场分析案例。
二是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选
择人口集中，或接近营业网点的社区，通过开展
公益咨询和派发宣传资料，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等金融知识，宣传正规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倡
导理性的理财观念。三是开展“青春学雷锋 清
洁新乡行”义务劳动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对
该行几个家属院进行集中清扫、整理，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奉献青春力量。四是开展“青春学雷
锋 绿色扶贫行”义务植树活动。联合该行驻村
扶贫工作队开展学雷锋义务植树活动，树苗、工
具由该行统一组织安排。 （杜太升）

中行新乡分行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主题活动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
花营农场党委切实履行管党治党
责任，从三方面狠下功夫，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在树牢党组织书记
第一责任人意识上下功夫。要求
基层支部书记把党建工作和中心
工作一起谋划、推动、考核，突出党
建引领，做到发展第一要务和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两手抓、两手都
硬”。在提振干事创业激情上下功

夫。要求全场党员干部增强工作
实效，比拼赶超，以守正创新的精
神，织密基层组织体系、健全干部
工作体系、创新聚贤育人机制。在
落细落小抓党建上下功夫。要求
全场各个基层党组织书记坚持把
基础业务做精做深，把重点工作抓
好抓牢，把创新工作谋新谋实，切
实把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推上一
个新的台阶。 （卢聪）

开封杏花营农场 加强基层组织自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