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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尚玉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高广峰

出租车是代表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名
片。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更是一个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体现。既然是服务行业，就免不
了意见投诉，那么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投诉是
怎样处理的？相关部门又是如何为古都擦
亮这张“流动城市名片”的呢？

8月5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安阳市交通
执法局城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的出租车
投诉科，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坐着5名
工作人员。科长崔殿林正在分配工作，其余
4名忙不迭地接打电话、调取行车视频、固定
证据。“针对安阳市区1359辆出租车的所有
投诉，都将转到这，由我们‘五人组’处理。”崔
殿林简单介绍后，就又投入工作。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您

听我解释，这个事是这样的……”一上午时
间，这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电话铃此起
彼伏，常常是挂了这个接那个，有时一个人
同时接听两部。直到中午下班，崔殿林才有
时间接受采访。

“我们处理出租车投诉的流程通常是，
接受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 12328的
投诉转移—根据投诉内容调取证据、核查事
实—判断问题性质并作出处理—在 7个工
作日内回复投诉人。”崔殿林个子不高，声音
洪亮，接受记者采访就像唠家常，与在电话
中跟市民的对话口气截然不同。“接投诉的
语气一定要温和耐心，而且要正式，我现在
一接电话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抿嘴笑笑，
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任何服务行业都免不了投诉。在
出租车行业里，最常见的投诉，是乘客质疑

计价器的准确性。而这种质疑来自对计价
器工作原理不了解。“目前出租车采用‘时速
并计’的计价方式，行驶里程和行驶时间都
会导致跳表。有乘客质疑，同样的距离，为
啥上次10元，这次11元，原因就在这儿。”

数据显示，过去三个月，他们共受理投
诉 624条，其中多数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进入不了处罚程序。

投诉走不了处罚程序，咋处理？靠调
解。目前，该科室每月接诉量在210条左右，
其中绝大多数沟通都靠电话完成。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一天大概能调解六七个投诉，
化解一起投诉至少要打五六个电话。

小事靠调解，违规违法大事则必须“亮
剑”。“之前处理过一个投诉，一个小女孩从
火车站到安阳航校，出租司机张口就要 20
元。打表最多 9元钱！这样的行为就必须

处罚！”
据了解，针对拼客、宰客等行为，只要证

据确凿，就要作出处罚。根据规定，对违规
的出租车，交通部门可处以最低200元的罚
款，记10分，并要求司机学习三天。“穿上这
身制服，就得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市民的合
法权益。”崔殿林说，但对于不合理的投诉，
他们也会尽量化解，引导司乘双方互相理解
体谅。

据介绍，近年来，安阳市各级交通运输
执法机构加强出租汽车执法监管，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联合公安、运管等部门开展
打击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对投诉处理工作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
实，有效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秩序，不断提高
群众满意度。截至目前，共处罚存在各类违
法行为出租车120辆，罚款3.36万元。8

“流动城市名片”这样擦亮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请专家讲授“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运作、栏目特点及编辑稿件过程,让本地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稿率走在前列的单位交流经
验。8月8日，安阳市举办“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员培
训班。各县（市、区）委宣传部门、市直单位、新闻单位供
稿员160人参加培训。

今年 1月 29日，“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正式启
动后，安阳市先后在河南平台发稿 1067 篇。为提升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员素质，提高供稿质量，该
市以会代训，积极学习借鉴兄弟市的好经验好做法，
按照省委宣传部部署要求，持续深入推进“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不断提高供稿质量、提升学习成
效。

培训会上，安阳市委宣传部特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大河数字公司融媒事业部负责人讲授了《“学习强国”河
南学习平台供稿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安阳日报社、安阳
广播电视台和林州市、内黄县分别介绍了如何提高“学
习强国”全国平台上稿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栏目特
点等体会。

“通过大量的实例，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向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报送稿件更有针对性了，可以更好
地宣传安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新
成就，讲好安阳故事，展示安阳形象。”一位供稿员感悟
颇深地说。8

安阳

举办“学习强国”供稿员培训班

暑期，安阳各大高校学子纷纷奔赴省内外进行支
教。支教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以拓展孩子视野和激发学
习兴趣为导向的。比如开设平时学校里没有的英语、音
乐、舞蹈、体育、美术等课程。参加支教的大学生们表
示，大家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
的暑假。图为孩子们在安阳师范学院支教队员的指导
下，用画笔画出希望。 8 贾鸿格 摄

老工业城市安阳，产业结构偏

重，大气污染防治压力大，能源以

煤电为主。但安阳是全省光伏和

平原地区风力资源量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

2014 年，安阳建成首个利用

生态农业大棚棚顶光伏电站，拉开

了河南省规模化开发利用光伏的

序幕。安阳能源结构大规模调整，

也就从那时开始。2015 年，安阳

市制定《安阳市“十三五”能源发展

规划》，自此，一场绿色能源革命悄

然开始。截至 2018 年年底，安阳

市风电装机规模达到 80万千瓦，

无论从装机规模还是单个项目最

大装机规模，均居全省首位。

“目前，安阳新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55.9%，已实

现对传统煤电容量的反超。”安阳

市发改委调研员赵春斌说，这在全

省也走在前列。

推进步伐领先
争做河南能源革命的尖兵

在安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吕书生看来，
能源结构调整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重要
一环，也是当前环境治理的重点和实现难
度较大的一环。而推进光伏、风电、生物
质、地热等新能源利用，对曾过度依赖煤电
的安阳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

要革命，首先要摸清家底、科学编制能
源发展规划。从 2014年开始，安阳市发改
委能源办主任潘志伟就带领科室人员，一
方面加强对涉及能源类环保政策的学习，
另一方面下基层调研摸底方面下基层调研摸底。。那一年那一年，，潘志潘志
伟他们几乎没有过周末伟他们几乎没有过周末，，平时工作日在办平时工作日在办
公室研究政策公室研究政策，，组织新能源企业开座谈会组织新能源企业开座谈会、、
向专家探向专家探讨学习、了解行业发展动态、拓展
工作思路，周末就上山下乡“踩点”，掌握
一手数据资料，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及问题
逐级向领导汇报，结合本地实际提出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争取领导关注和支持。

“安阳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是相当不
错的，哪个地方风力条件好，适合风力发电，
哪个地方光伏地热资源好，基本都做到心中
有数，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强力支撑。”潘志
伟说，他们先后组织制订了《安阳市“十三
五”能源发展规划》《安阳市产业集聚区能
源结构调整方案》《安阳市清洁取暖“双替
代”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方案，多项工
作成为全省工作样板，郑州、焦作、漯河等
十余个兄弟市先后组团来安阳考察学习。

为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他们还变
身招商人员，以市场换技术，以项目换产
业，引来金风科技、中车永电、中复连众、
天缘电热等风机配套企业在安阳落户，形
成一条较完整的风电产业链。

“安阳要争做河南能源革命的尖兵。”
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靳磊表示，破除“煤
炭依赖”，对安阳实现可持续发展、向新型
高质量发展城市转变，是机遇，也是挑战。
他说，只有将传统能源变成可持续的新动
能，百姓才能脚踏“绿色”、头顶“蓝色”。

风力开发领先
创平原地区大规模开发风电先例

按照传统思路按照传统思路，，豫北平原地区并不适豫北平原地区并不适
合合开发风电。然而，华润电力内黄400MW
风电项目的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这一惯
性思维，开创了内陆平原地区大规模开发
风电的先例。

7月 29日，内黄县西南部平原，一座座
巨型白色风力发电机矗立田间。这里是华
润电力内黄 400MW风电项目现场。“风电
场共有 200 台风机，在满负荷运行的情况
下，年发电量能满足约58万户居民1年的用
电。”内黄风电场副场长党旭亮介绍，该项目
总装机容量400兆瓦，是目前国内内陆平原
地区已建成的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

内黄地处黄河以北，是典型的冲积平
原地貌。通过多次模拟测算得出，豫北平
原 地 区 平 均 等 效 满 负 荷 发 电 小 时 数 达

2000小时以上。2014年 6月，内黄县人民
政府与华润电力签署风电项目开发协议。
2016年 4月，华润电力在内黄的平原风电
项目被河南省纳入年度风电开发建设方案
并顺利通过安阳市发改委核准；自此，安阳
开启风电发展新篇章。

这个投资近 30亿元的大项目，究竟有
多大？安阳市发改委负责人用一组数据说
明问题：踏勘 400平方公里、建设 200台风
机、协调 111 个行政村、管理 56 家参建单
位……2017 年 12 月，在全体参建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首批风机成功并网。

不仅内黄，目前安阳市已建成9个风力
发电项目，在建4个风力发电项目。项目全
部并网发电后，年发电量将达 20 亿千瓦
时。“初步估算，仅风力发电每年就可节约
标准煤 6060万吨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70170
万吨万吨。”。”

风机设计理念领先
率先进行风机塔筒去工业化设计

你见过彩色的并且会讲故事的风力发
电机吗？7月 29日，记者在汤阴县汤河国
家湿地公园，眺望西南方向，五颜六色的风
机傲然矗立，上面写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一排风机如
同一座文化长廊，与湿地公园满眼绿色相
得益彰。

这是华能河南清洁能源分公司在我省
的首个平原风电项目，也是全省第一个整
场采用 120米高塔筒低风速风机的平原风
电项目。69台单机容量为2200kW的风力
发电组，总装机规模为 151.8MW，总投资
12.3亿元，预计年发电量32784万 kWh。

既是风机，也含文化；既是风场，也是
景点。它们全部采用的是去工业化塔筒设
计，将塔筒设计成青铜文化、十二生肖、历
史典故，把汤阴本地文化等元素与风机有
机融合。整个风机场分为四个片区，北部
风机的塔筒是狩猎祭祀文化、甲骨文文化
和城市符号；西部风机塔筒则诉说了文字
演变的奥秘；中部傲然矗立的是巽蓝、子衿
青、蓍草粉、荡水绿等 7色风机；南部是十
二生肖特色风机……69 台风机都有属于
自己的独特符号。

“下一步，我们将在风机塔筒文化的
基础上，将风场周边的道路硬化，增加绿
植，形成旅游区，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我
们的风电塔文化，领略殷商文化和‘三
圣’文化的博大精深。”汤阴风电场负责
人赵楠说。 8

林州

通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例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常博文）

“住建局作为桃源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主管单位，工作拖
沓、履职不力、主动作为不够，致使桃源大道工程建设
严重滞后，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深入
推进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中，林州市纪委
监委对 10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
通报。

今年４月以来，林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聚焦政令畅通、履职尽责、民生发展三方
面问题，采取四项措施，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
在全市公开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广泛接受群众监
督。由 15个派驻纪检监察组成立暗访组，对全市 28家
窗口服务单位、涉民生部门和执法部门进行“交叉式”
对调检查，重点检查，实现监督无盲区、全覆盖。

针对发现的问题，坚持“零容忍”态度。重点查处
了红旗渠开发区国土分局在查处违建过程中履职不到
位、执法不彻底，林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进展缓
慢、措施不力，兴泉村“两委”干部在贫困户危房普查中
不认真、不仔细出现漏报等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
件。8

汤阴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受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郭凡）为发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户的榜样作用，更好地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8月 4
日上午，汤阴县白营镇携手爱家物联垃圾分类公司在该
镇北陈王村开展了垃圾分类积分排名表彰暨颁奖活
动。北陈王村垃圾分类积分排名前 10位的优秀家庭获
得荣誉证书和奖品。

北陈王村作为汤阴县农村垃圾分类第一批试点村，
每家每户门前都整齐地摆放着统一发放的垃圾分类桶，
分别写着“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分类明确。为
了让村民熟练掌握垃圾智能分类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帮
助村民分清垃圾种类，该村多次在农民夜校开展垃圾分
类座谈会，并演示智能分类设备和积分兑换机的使用方
法，如今村内几乎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

白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的目的是树
立典型、表彰先进，鼓励村民群众广泛参与，强化村民垃
圾分类意识，将垃圾分类工作深入到每个家庭，为后期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做好铺垫。8

泥土是天地间最常见的物质，经过简单加
工便能成为精巧的艺术品。在古城安阳，有一
位手艺相当了得的泥塑艺人，他叫杨惠民，是安
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的传承人。一抔
泥土，经过他捶、打、摔、揉，再通过艺术加工，就
成了开口欢笑的老农、惟妙
惟肖的沙皮狗、憨态可
掬的小男孩儿……
每一件作品都栩
栩如生、灵气十
足 。 8 月 12
日 ，仓 巷 街 6
号 院 杨 氏 泥
塑工作室，杨
惠民正在创作
泥塑。8
徐依依 陈正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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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暑期支教

陪孩子们快乐过暑假

捏出来的百态人生

华能汤阴风电场的彩色风机成为当地一景

华润内黄风电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检修

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安阳总装机容量的55.9%

风力发电 开启绿色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