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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前不久，笔者把车停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停车位上，当办
完事打算开车回家时，却发现一辆轿车与自己的车并排停
放，挡住了出路。轿车内没有驾驶员，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无奈，笔者只能原地等待。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轿车驾驶员
才从路边小巷里出来，说自己接送孩子上辅导班，图一时方
便就把车停路边了。

类似现象很多。文明停车，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
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对于日益突出的停车难问题，市民个
人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但可以从自身做起，不要人为地给
他人增添麻烦。只有大家都养成文明停车的习惯，改变“只图
自己方便”“停会儿就走”“他停我也停”等想法，停车时多一
点公德心，才能形成文明停车的良好风气。5（张军停）

停车时多点公德心

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多数乡镇都以村为单位
建起了“农民之家”“科技之家”“党员之家”等。这些“家”既
是宣传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阵地，也是广大干群
学习交流的场所，对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推
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近日下
乡走访时发现，有些村委会常常是“铁将军”把门，很少有人
进出，室内灰尘满地，设施几乎成了摆设。

笔者建议：各乡、村采取有效措施让“家”门常开，活力常
在，使其成为农民健脑、找乐、致富的好去处。一是要立足长
远，搞好配套设施和各项活动的制度落实，选配政治觉悟高、
工作责任心强、有组织协调能力的骨干人员来管理，确保活动
不间断；二是要坚持“党员之家”“农民之家”“科技之家”等多

“家”联合，把“家”变成新时代农村建设的“加油站”；三是要在
政治教育、村民议事、科技培训、文化娱乐等多方面发挥“家”的
优势，让广大农民朋友切实感受到“家”的温暖。5（卢学波）

让“农民之家”大门常开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手机几乎成为人们不可
或缺的伴侣，但也衍生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低头族。走
路、吃饭、骑车、等车排队时，掏出手机把玩已成为不少人的
生活习惯。有人甚至在驾驶车辆、横穿马路的过程中还不忘
用手机拍照、刷微博、发微信等，这就导致各种危险。日前，
正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伤害案件，低头族骑车时低头看
手机，不仅自己受了伤，还将赔偿受害人1.23万元。

今年3月的一天中午，35岁的李某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
回家，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手机低头看。当行至一拐弯路
口时，撞上迎面行驶的小轿车，死里逃生的李某立即被送往
医院救治，花费了 3万余元的医药费。经公安交警部门认
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李某自身存在过错，不仅
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另外还要赔偿对方修车费1.23万元。

办案法官提醒那些低头族，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无节
制玩手机的危害，养成健康合理地使用手机的良好习惯；要
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严禁使用手机的场所坚决不用，控制
使用手机的时段要自觉放下手机。还要谨记“玩物丧志”的
古训，走出小世界，追求大作为，自觉把有限时间和精力用
在学习、工作上。5 （王树恒）

骑车低头看手机
撞上轿车须赔偿

民情与法

渑池县古秦赵会盟台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
国王会盟的地方，现为三门峡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个别游客不讲文明，在上面乱写乱画，破坏了
文物。

本报 3月 29日 15版“基层之声”版刊发了题
为《到此一游莫留劣迹》文图后，渑池县委、县政府
领导高度重视，带领相关人员到现场办公，要求采
取措施，迅速整修。有关部门经过半个月时间的紧
张施工，已将“古秦赵会盟台”恢复原貌。同时，安
装了温馨提示标志牌，提醒游客文明出行、爱护文
物。5 王家臣 摄

舆情反馈

古秦赵会盟台
恢复原貌

有些家长外出办事时，习惯把孩子独自留在车里，这样
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笔者从近日的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湖南益阳一男子送
4岁女儿去幼儿园途中，接了个电话后忘记送孩子的事，导
致孩子在车内窒息死亡。浙江消防部门一周内也连续接到
了两起小孩被困车内的报警。

一位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做了一场模拟被困车内的
小实验。实验时间在下午3点，此时室外温度还算比较凉爽，
多云，温度计显示：22.7℃。实验开始5分钟之后，车内温度为
30℃，消防员感觉胸口微闷。10 分钟之后，车内温度为
36.9℃，消防员感到胸闷，呼吸不畅。15分钟之后，车内温度
为38.4℃，消防员明显感受到车内空气不足，呼吸不畅，还开
始微微冒汗。30分钟之后，车内温度为39.6℃，消防员感觉
呼吸困难，出汗，伴有头晕，开始狂躁。一个成年人尚且很难
接受这种密闭、闷热的环境，更何况是一个小孩子或婴儿呢？

炎热的天气就要来了，笔者建议，家长开车带孩子外出
时，一定要照看好他们，切勿粗心大意或抱有侥幸心理，将
孩子独自留在车中，以免对孩子造成伤害。5（费伟华）

家长不要把孩子
独自留在车里

4月 12日，开封市铁北街与花园街交会处，密集的电线下，有人在不应该搭建的房屋上面，要再建一屋。
此举不仅违规，更是拿生命当儿戏。5 陈辉 摄

竟如此违规搭建

□本报通讯员 赵永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英明党中
央，领导人民奔小康。小康路上都有份，家
家户户不掉队；还有一些未脱贫，党和政府
很用心……”64 岁的农民曾庆申编写了
300多字近 60句的扶贫工作“顺口溜”，在
当地传为佳话。4月 21日上午，笔者赶往
商水县平店乡曾庄村，听他讲述“顺口溜”
背后的故事。

扶贫队员很用心

“扶贫理应先扶智，扶智治愚走在先；
科学讲座学习班，学习养殖和种田……”

据了解，曾庄村属于 2014年省定重点
贫困村，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46 户
1217人，80%以上都是缺技术致贫。

按照扶贫先扶智的原则，县扶贫办、巧
媳妇办、总工会等部门，先后在该村举办几

场实用技术培训班，对 18—60岁的受训群
众每人还发放 30元补贴。曾庆申说，尽管
他们老两口年龄超了没有领到补贴，但是
却免费学到了技术。曾庆申腿部受过伤不
能干重活，6亩多责任田流转给种植大户，
自己有空也可以给人家当“技术顾问”，妻
子在家里编织渔网，儿子媳妇无忧无虑去
北京进厂务工，粗略一算，全家年收入也有
10多万元。

“ 驻 村 书 记 马 延 年 ，肩 挑 任 务 万 重
担 ……”曾 庆 申 说 ，马 延 年 是 县 里 从
林 业 局 派来的第一书记，和他一块来的
还有 34 名帮扶人员。这几年，工作队和
帮扶人员把贫困户当“亲戚”，争取上级
资金 5 万多元，帮助村里安装路灯 120 多
盏、新植绿化树 300 多棵，为 40 多个贫
困户送去了米面油、衣被、桌凳等生活用
品，很多帮扶干部都和贫困户成了“莫逆
之交”。

行业扶贫暖人心

“危房破旧重新建，如今住人很安全。
两免一补惠学子，健康援助家里边；米面油
盐也发放，单衣棉衣救济咱……”

说起“行业扶贫”给群众带来的实惠，
曾庆申深有感触。原来，曾庆申患有慢性
病，每月吃药免费 100多元。他的一个孙
子上初中每年补助 1250元，两个孙女上小
学吃上“免费饭”。

据了解，行业扶贫给曾庄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不仅是曾庆申一家，全村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免费“医保”、人身“意外
保”，200名学生都吃上了免费营养餐、80
多名学生享受了“两免一补”。

陪同笔者采访的一位村干部说：“近年
来，我们村投资 280多万元，新建了文化广
场、公厕、修通了 10多条街道、安装了自来
水、进行了电网改造、50多户实施了危房改

造、六改一增、残疾人无障碍改造……”

乡风文明都舒心

“村民团结好风气，全靠领导知民意……”
曾庆申对乡村出现的文明新风深感自豪。

陪同笔者采访的包村干部孙俊生说，
曾庄村 2016年已经整村脱贫，村里通过成
立集体经济合作社，实施到户增收、产业扶
贫、光伏发电、金融带贫、整理闲置土地等，
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家庭收入稳定增长。

村干部曾兆瑞说：“我们村 6个保洁员
全天候上岗并实行路长制管理，村里垃圾
不落地，环境卫生一天比一天好，村里广场
上每天晚上都有挑花篮、扭秧歌、跳广场舞
的，大家伙日子是唱着跳着过的。”

问起创作《扶贫颂》“顺口溜儿”的初衷
和经过，憨厚朴实的曾庆申说：“这都是我看
到听到直接感受到的，只是酝酿了两天，灵
感一来，不到一个小时就一气呵成了。”5

顺口溜背后有故事 □潘铎印

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对已有的合法性审查

制度规定进行了细化，对审核的主体、范围、程序、职责、责

任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再次上紧了行政规范性文件

监管“发条”，让红头文件难以任性。

红头文件大多由行政机关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组织制定发布，是党政机关实施公共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各级政府和部门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日益重视，取得一定成

效。但也要看到，在红头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建设上还存

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对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范围不明

确，有的审核程序不规范、审核标准不统一，有的审核工作

衔接机制不严密。更有一些地方各类奇葩文件和规定层出

不穷，任性的红头文件屡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媒体报道的一些出格事件中，不难发现一些任性红

头文件的影子。那些把权力触角伸展至民众私权利领地的

“奇葩”红头文件，以及违法设定减损公民权利或增加义务

规范的任性红头文件，严重伤害了公民法治信仰，损害了政

府公信力。因此，给任性的红头文件念起“紧箍咒”，就成为

推动政府部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高效化运行的必然要

求，也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必要举措。

有权不可任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各级政

府和部门制定出台有关文件，尤其应加强调查研究，收集民众

意见，探讨文件实施的可行性，严禁随意滥发红头文件。将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内容和考核

体系，并建立科学有效的合法性审核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增强

法治思维，颁发规章和文件要做到“无事不发文，发文必落实”，

以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尊严。5

给任性红头文件念“紧箍咒”

近日，笔者母亲因骨折住院治疗，医嘱需要补钙。于是，
便到宁陵县最大的一家医药连锁超市买钙片。进门后，笔者
说明要买老年钙片，一名女店员从药架上拿出一瓶药物，极
力推荐说这钙片吸收快、效果好，特别适合老人补钙，虽然价
格贵些，但比较畅销。笔者听从了她的话，买了一瓶，内含
100粒液体胶囊，售价是118元。在付钱时，她又游说这种
钙片正在搞活动，加个35元，送一瓶50粒的小瓶包装，比较
经济实惠。于是笔者花150元买了一大一小两瓶。

来到医院让医生一看，医生摇着头说：这“药”根本不是
钙片，而是一种保健品，不治病，重新去买吧。顿时，笔者有
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折回那家药店，质问她们：这到底是
不是钙片？她们依然回答说：“只要是补钙的，当然是钙
片。”因为已经打开了包装，对方拒绝更换或退款。

把保健品当药卖，究其原因，是因为保健品的利润高，
为了多赚钱，商家就昧着良心搞推销，特别是忽悠不识保健
品标志的老百姓。《食品安全法》早有明文规定：销售保健食
品时，应当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也就是说，药店在推
销保健品时，理应把保健品的真实情况告诉消费者，而不是
弄虚作假，误导消费者，更不应该把保健品“冒充”药品卖给
患者。

在此，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药品零售行业的监管，为人
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5 （闫占廷）

岂能把保健品当药卖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郑政出〔2019〕36号、37号（网）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
局）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合村并城
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
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格

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
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地采用
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年 4月 24日
至 2019 年 5月 13日。申请人需办理
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
http://www.zzsggzy.com/“办事指
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点击“交易主
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2019年 5月 28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 5 月 24 日 17
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
关资料（详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
间 进 行 查 验 ，通 过 后 签 订《竞 得 结
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
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209 房间进
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
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
60号）、《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
（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 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林先生 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

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2019年4月24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39号

编号

郑政出

〔2019〕

36号（网）

郑政出

〔2019〕

37号（网）

土地

位置

林荫北路

南、思源路

西

林荫北路

北、思源路

西

使用权

面积

（㎡）

42538.29

55787.54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地下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城镇住宅

（地下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3.2

＞1.0,

＜3.0

建筑

密度(％)

＜25

＜25

建筑

高度

(米)

＜80

＜80

绿地

率

(％)

＞35

＞35

投资

总额

(万元)

≥105555.21

≥120837.02

起始价

（万元）

44523

57407

熔断价

（万元）

66923

86207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89046

11481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2262

28704

出让

年限

(年)

70(地

下 50)

70(地

下 50)

开发

程度

五通

现状

五通

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