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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舆论关注

两次中标被叫停，谁给我个说法

民情与法

来函照登

现场目击

我叫常双娣，为了干事创业，2014年我
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加了新郑
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旧址的租赁投标。

老观寨水库管理局旧址，是一个长年闲
置的陈旧院落。新郑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
批文——《关于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出
租闲置土地、房屋的批复》（新国资租准字
〔2014〕003号文件）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同
意你单位（即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依
法依规办理闲置土地、房屋对外出租相关手
续，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租金全额
上缴财政专户或国库。同时，主要是出于对
新郑市政府部门的信任，所以我才参加了该
项目租赁投标，结果我满分中标。

随即，我与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签
订了为期三年的租赁协议。协议约定，承包
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
日。2015年初，我在租赁范围内分类投资
180万元，购买1万多棵绿化树苗，建了一个
苗圃，至今已成林。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苗木估价为 80万元左右。同时，我又按合

同装修了600平方米的办公楼及生产车间。
接着，我又投资兴建了四个大仓库，准

备做物流存货之用，仓库面积为 3000多平
方米，共投资 120万元，有评估公司的评估
文书为证。

可是，2016年 5月的一天，时任新郑市
老观寨水库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却突然口头
通知我，让我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我
当面问这位领导，为啥停止我的经营活
动？我们双方签的有租赁协议。这位领导
只是要求说：要你停工你就停工，其他的不
要再说了。无奈，我只好停止经营活动。

2016年 10月上旬的一天，这位领导又
口头通知我：需再次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参加水库管理局旧址的投标。当
时，我真的有点不明白：为啥让我两次投标
呢？可这位领导却说，因为我们的协议快
到期了，需要再续协议，就要再投标。而我
们双方的协议分明约定到 2017年 11月 30
日才到期。

此时，我需要住院手术。于是，我只好

委托我的儿子参加投标。结果，经过新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几轮调查与论证评
比，我于 2017年 9月再次中标，并于 2017
年 12月 1日和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又
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租赁协议。这次协议约
定的承包期限为，2017年 12月 1日至2020
年 11月 30日。

这次协议签订后，我以为总算可以踏
踏实实地进行生产经营了。可没有想到的
是，到了2018年 5月，新任新郑市老观寨水
库管理局主要领导来到我的租赁现场。他
对我说：马上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并将建造
的仓库腾光清净，要不就停电、停水。

我听了非常生气，但这位新任领导接着
说：若不服气，可以去找上级领导。在这种
情况下，我便找到了新郑市水务局领导。新
郑市水务局领导听了我的反映后说：首先退
给我场地的租金，其次水务局会向市政府打
报告，解决善后的经济赔偿问题。

接着，我又找到了新郑市老观寨水库
管理局的新任领导。这位新任领导对我

说：他只有给我退还当年几万元租金的权
限，至于其他的，他没有办法解决，上面没
人向他交代此事。

后来，我又找新郑市水务局主管副职领
导，但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我再次找
到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的这位新任领
导。他不耐烦地说：你愿意找谁找谁。根本
没有提及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没过几天，
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的新任领导再次
到现场阻止我的生产经营，并且真的停了
电。由于停电，导致我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至今，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局仍未
退赔我这几年的租金，更没有妥善解决给
我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这几年来，由于
备受折腾，我实际上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
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半年。

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最
终的结果却是：不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而
且还赔尽家里的所有积蓄，背上了巨额债
务。两次中标均被莫名叫停，谁能给我一
个说法？！3

□许贵元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各地认真按照中

办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手段，狠抓减负的落实，受到基

层的欢迎。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有少数地方嘴上喊“减负”，实

际不落实，个别的还变相加码。有的乡镇干部抱怨：3 月份

参加县里召开的大小会议 12 个，参观学习典型三四次，几

乎天天跑县城，简直成了“飞行干部”。有的干部担心：上边

说减负，下边实际上把“减”掉的负担，又“捡”起来了，名目

繁多的会没少开，文件、通知、报表没少发，督导、检查、考核

的没少来，基层依然陷于疲惫应付之中。就连双休日、节假

日，也不能消停消停，跟之前不减负没啥区别，最终让基层

落个“空欢喜”而已。

追其问题的根源，无疑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

祟，使基层减负沦为了“镜中花、水中月”。这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和重视。

为基层减负，千念叨、万强调，只有抓好落实才是关

键。必须明白，为基层减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让

基层干部腾出手脚和更多时间，保持旺盛不衰的精力，轻装

上阵干工作，脚踏实地干实事，一门心思谋发展。否则，减

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违背了应有的初心。基层最关心的

是“敢动真格、落到实处”，实在不想再看到纸上谈兵、说说

罢了、流于形式，“一阵风”过后反弹和回潮的现象。

到底能否为基层减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检

验。应该拿出“赶考”心态和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死死咬住

“抓落实”这个关键，让基层看得见、摸得着、有感触、很温

暖。通过实打实地抓好各项减负措施的落实，把党和政府扎

根基层、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怎样抓落实，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说得明明白白、清

清楚楚，具体规定和相关要求都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可操作

性和指导性。我们只要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认真贯彻落

实通知精神，把通知精神认真学懂、弄通、做实，为基层减负

就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3

我叫司春芳，住郑州市金水区。我于 2011年 10月起
诉马某借贷纠纷一案，洛阳市西工区法院2012年 2月做出
民事判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9月做出民事裁
定。判决生效后，我于2012年 12月申请执行，西工区法院
于2013年 1月立案受理。

从立案执行以来，我多次催办，但案件至今未执结。
2015年 1月，我向西工区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马某可供执
行的车辆，要求法院查封。当年2月，西工区法院到洛阳市
车管所将马某名下车辆查封，当年3月将该车扣押。

我本以为，法院将被执行人的车辆扣押后，会很快进入
拍卖程序实现我的债权。可没想到，当年4月，当我再次催
促法官将该车委托评估拍卖时，法官却以案外人提出执行
异议为由未予执行。西工区法院于当年 7月做出执行裁
定，将案件中止执行。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西工区法院于 2015年 10月让案
外人将一辆 2002年 4月购买的即将报废的车交到法院作
担保，承诺如果给我造成损失以此车作为赔偿，但西工区法
院却把该车于 2016年 4月给放走了。此前的 2016年 3月
18日，西工区法院对这起案件又进行了审理，庭审中，面对
我提供的确切证据——车辆违章信息及行驶轨迹即仍由原
车主控制并使用，案外人顿时无语。

直到案件由上级领导部门交办，西工区法院的法官才
于 2018年 8月中下旬两次对我承诺说：只要我放弃信访，
不再向上反映，在息诉罢访书上签字，就保证赔偿款很快到
账。于是，我在息诉罢访书上签了字。可当我在息诉罢访
书上签字之后，法院法官的这个承诺，却迟迟未予兑现，至
今还是一个空头支票。3

近日，笔者去郑州一商场买衣服，结完账后商家送给我
几张赠品券，让去珠宝柜台领小礼品。

在商场三楼珠宝专柜领完小礼品，营业员再三让我刮
奖，结果刮出个“满100减 90”。营业员大为惊喜：“真是你
刮的吗？”随即拿出一张“活动细则”说：“你看，中了一等奖，
一等奖中奖率是3‰啊！活动两天了，才中你这一个，你太
幸运了！中一等奖要报告经理，我给经理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营业员又说：“你留下姓名、电话。请随便选
吧！”笔者一看，优惠送出的各种商品，在这里均标价数千上
万，即使挑个最便宜的，也要付款几百元！细看“活动细
则”：“满100减 90”的“特等奖”，只能挑选标价4980元的；
一、二、三等奖“只限二款”。这个“二款”也大有文章，因为

“本券为一次性即时使用，离柜放弃作废”，这其实是商家想
抓住消费者发蒙的瞬间，让消费者闪电购买、后悔莫及啊！
于是我对营业员说：“一等奖就送给你吧！”随后我又到商场
珠宝专柜再次尝试，还是“太幸运”，这中奖率仅 3‰的“满
100减 90”的“一等奖”，竟又一次被我刮中。

笔者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一是想提醒广大消费者
擦亮眼睛，不要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二是期望有关市
场管理部门对商家的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加强监
管，给予查处。3 （王林春）

每天早晨 7时许，刁喜海就早早
来到夏邑县中峰乡邮政所分拣包
裹。分拣完毕之后，立即将包裹放到
摩托车上，开始一天的邮递奔波。

39 岁的刁喜海，是夏邑县邮政
分公司中峰乡邮政所的一名乡村邮
递员，他已经在这个邮递岗位坚守
12 年了。他每天行程大约 80 多公
里，每天的工作量是邮送近千份报
纸、100多个包裹。

4月 9日这天上午，笔者遇到了
正在送邮件、邮包的刁喜海。只见他
骑着摩托车，带着信件、报纸、包裹

等，车上还挂着几个充饥的烧饼，正
穿梭在乡村的道路上，犹如一只熟知
飞行路线的鸿雁。

“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是这样
的，穿过一个村庄，再到另外一个村
庄。只要看到每个收件人的信息，我
脑子里就会随即‘弹’出最佳邮递路
线，然后按照这个路线去邮递。”刁喜
海说。

12 年来，他每天都载着数十公
斤重的邮包，奔跑在乡间的邮路上，
足迹踏遍全乡 24 个村庄的大街小
巷。这些年来，他已经骑坏了 5辆摩

托车，磨坏了数十双鞋子。无论是风
和日丽，还是雨雪天气，他都坚持奔
走在邮递路上。

“他可敬业了，每次儿女给我寄
东西，他都及时给我送到家，还不忘
叮嘱我注意身体。”中峰乡 83岁的老
人朱财盛，一提到邮递员刁喜海，就
赞不绝口。

“虽然收入不高、天天忙碌，但每
次看到乡亲们收到外地亲人寄来的
包裹，或者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时，自己就感到很有成就感，也非常
快乐。”刁喜海说。3 （许永强）

执行六年多 至今未执结

商场销售陷阱当警惕

乡村邮递哥，忙并快乐着

为基层减负贵在落实

近日，张某委托其母来到汤阴县人民法院，主动要求履
行法院的判决。这是为何？原来，张某外出务工应聘时被
厂方拒绝，因为她上了法院的黑名单。

2018年 8月，冯某与张某借款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
判决：被告张某应给付原告冯某借款 5万元及利息。判决
生效后，张某并没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随即冯某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执行员依法向被执行人张某送达了执
行手续，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但
是这之后，法院既找不到张某本人，也查不到她的任何财
产，于是将张某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某的母亲说，张某为了躲避执行，把自己的钱都存在母
亲银行卡里了，所以法院查不到她的存款。但令张某想不到
的是，前几天她外出打工时竟然吃了闭门羹，由于她上了法院
的黑名单，到工厂应聘时被厂方拒之门外。所以，她才让母
亲抓紧到法院替她履行判决。3 （付培育 张红霞）

近日，一男子在工地看场时，因工地耗材丢失怕老板
怪罪，竟报警称自己被抢劫。结果他因谎报警情、扰乱公
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 500元。

4月 6日 8时，在舞钢市武功乡施工工地打工的张某报
警称：自己在工地被两名男子打伤，并被抢走部分建材。接
警后，舞钢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二中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询问中，民警发现张某对被抢劫表现平静，只称自己在工地
看场时，发现两名男子用钳子偷剪铝线，自己上前制止时，
两名男子将其左小腿踢伤，后两名男子开黑色轿车离去。
当民警询问两名男子体貌特征时，张某支支吾吾。

通过走访，民警了解到，现场并无黑色轿车出现，周
边也无类似人员出现。民警再次对张某进行询问，张某
难以圆谎，说了实情：4月 5日下午，张某在工地看场时，
中间有事离开。回来后发现铝线少了两盘，压接管少了 6
根。由于张某不知道是施工人员拿走的，误以为是被人
盗走了。但又害怕老板怪罪，于是编造了两名男子把自
己打伤并把建材抢走的谎言。3 （李民）

上了黑名单
主动把款还

编谎言报假警
被拘又被罚款

挖 30厘米深的坑，栽
六七米高的树，培土时连
移植时树根部带的草绳都
没能盖住。日前，笔者在
郑州市金水区香山路北段
西侧的魏河南路两边看
到，刚栽上的树尽管被几
根木棍支撑着，但还是有
一些树木头一天栽好，第
二天就倒下了。附近的市
民说，这么高的树，栽得这
么浅，树木难以成活。3
高峰 摄

挖浅坑
怎能植大树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压实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项城市李
寨镇积极建立驻村党风政风监察员制
度，推进基层“两个责任”落到实处，着
力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监督网络。明
确镇（办）包村干部为驻村党风政风监
察员，落实“一岗双责”，负责行政村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通过走访入户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每月列席村“两委”会议等
方式，重点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

策、村务党务公开等情况。对驻村监察
员履职情况，该镇纪委每半年组织召开
一次评议，评议结果纳入个人廉政档
案。同时加强对驻村监察员的培训，发
放监督日志记录本，定期核查落实情
况。通过驻村党风政风监察员制度，着
力推进了监督网络覆盖到基层、正风反
腐拓展到基层、廉政教育延伸到基层、

“两个责任”压实到基层，全面打通从严
治党“最后一公里”。 （李吉利）

项城李寨镇建立驻村党风政风监察员制度

为加强节日期间的廉政建设工作，确
保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清明节前
夕，郑州金水区北林路街道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清明节期间
各项工作。会上，街道纪工委书记首先传
达了郑州市纪委《关于对三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要牢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带头
抵制歪风邪气，带头弘扬优良作风。党工
委书记牛易强调：全体街道党员干部要从
通报的案例中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领
导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带头抓、带头改，
对工作中发现的违纪问题，必须坚决查处，
绝不姑息迁就。 （刘雅丽）

召开专题会 安排部署各项工作

今年以来，孟津县财政局不断创新工
作方法，坚持工作业务与廉政教育同步，
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保证。一
是加强党性教育，夯实勤政廉政思想基
础。坚持周五集中学习制度，组织学习党
风廉政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观看廉政警示
教育片，强化全员作风建设、廉洁自律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开展廉政专项活
动，改进廉政教育方式。全面开展一把手
讲廉政党课、廉政文化进机关、廉政教育

系列活动，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潜
移默化中使全体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入脑
入心。三是学看结合加观摩，筑牢廉政教
育防线。印发《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家庭助廉倡议书和家庭助廉承诺书
以及家风宣传资料；结合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力促全员以务
实、干净、担当、清廉的作风推进工作落
实，筑牢廉政教育防线。

（许妙礼 雷培培）

孟津财政局多举措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沈丘县纪委创新载体，搭建三个平
台，不断加大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力度，进
一步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基
础。该县发挥网络媒体作用，及时发送
中央、省、市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相关要求，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四风”典型问题等，使全县党员
干部随时随地接受教育。建立常态化培
训机制，对领导干部、重点岗位中层干部

和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进行党风
廉政建设专题培训。开设党风党纪教育
培训课，提醒党员干部遵规守纪，规范廉
洁从政行为。着力宣传该县廉政文化，
激发先锋模范意识，举办“扬家风、传美
德、正品行、共成长”亲子朗读竞赛等周
末经典诵读公益课堂活动。创新廉政活
动载体，举办廉政文艺演出，推动基层廉
政文化建设上水平。 （徐丽）

沈丘县纪委：创新载体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镇平县玉都司法所举办法律顾问大讲堂活动
近日，南阳镇平县司法局

玉都司法所举办法律顾问大
讲堂活动，特邀律师事务所律
师为全镇干部群众授课。课
上，律师就农民在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法律问题，讲授了《宪

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扫黑
除恶知识、法律援助、土地确
权、民间借款合同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用身边案例、通俗易
懂的语言为村民上了一堂生
动形象的法治课。 （仝德顺）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十届省
纪委四次全会、十一届市纪委
四次全会部署要求，紧盯重要
时间节点，坚定不移纠“四风”、
树新风，以钉钉子精神打好作
风建设持久战，弘扬传统文化、
倡树廉洁清风，日前，中牟县东
风路街道纪工委按照《中共中
牟县纪委关于清明期间深化
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四风”的通

知》文件要求，紧盯节日期间易
发频发的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违规公务接待等突出问题，对
财务、公务接待、公车管理、机
关食堂管理等部门负责人进
行谈话，督促其认真履行监管
职责，坚决执行“八个禁止”，真
正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
实处，持续推动东风路街道党
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向
纵深发展。 （赵凯）

中牟东风路街道纪工委开展节前倡洁树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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