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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小心河长制变成“挂名制”
这个马路停车场有点乱

舆论关注

直击现场来函照登

健身器场地应装灯

百姓素描

“葡萄哥”的敬老情

拒收一角钱币不可取

学生课桌椅不应一般高

民情与法

别让孩子在马路上嬉闹

12 月 6 日，笔者骑车途经郑州
市长江中路高砦农产品服务中心市
场路段时，发现市场出口近一公里
路段公路上，横七竖八停放着一长
排机动车和电动车，不但导致该路
段过往车辆行驶缓慢，同时给出入

该市场购物的市民生命安全带来很
大危险。

一位在市场购物的市民告诉笔
者，高砦农产品市场是个零售兼批
发的老市场，是郑州南区较大的农
产品交易市场，每天早晨六七点钟，

市场出入口公路上，停的都是来这
里批发销售蔬菜、肉食等物品车辆，
不但过往车辆不好行驶，连进出市
场的行人都很难通过。

笔者在现场看到，该路段不但
马 路 上 停 放 不 少 机 动 车 和 非 机 动

车，人行道两边也停放着一排排电
动车，把狭窄的人行道堵得水泄不
通。希望郑州市有关部门关注这一
现 象 ，保 证 该 路 段 畅 通 的 同 时 ，保
障 进 出 该 市 场 购 物 市 民 的 生 命 安
全。5 吴贤德 摄影

□吴旭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甘肃省

天水市境内的清水河，约 40公里的河

面出现异常情况，原本冬季呈黄色的

河水，自上而下，逐渐变色，成了蓝绿

色。而河水变色是上游一家“三无”

工厂直接往清水河里排放染料废液

所致。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有关部门正在以涉嫌污

染环境罪对嫌疑人立案调查。

2017 年，天水市制定全面落实河

长制实施方案。按照要求，对负责的

河流，县级河长一季度至少巡查一

次，区段的乡镇级河长一月巡查一到

两次，村级河长一周至少巡查一次。

天水市的清水河不清，遭受污染重

创，涉事企业及其嫌疑人自然罪责难

逃。但从三级河长的巡河记录看到，

从当年的 10 月 10 日起，一直到事发

的 11 月 26 日，镇上虽然有 2 次记录，

村上有 10次记录，但都是以清理河道

垃圾为主，却没有此次涉事工厂和排

污口的相关内容。

山 水 林 田 湖 是 一 个 生 命 共 同

体。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

祉，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全面推

行河长制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完善水治

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

新。自河长制施行以来，我国水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对于维护河湖健康生

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基层有些地方的河长制却

形同虚设。有的市、县或乡，只满足于

在河长公示牌上挂个名字，河长到底

去没去，去了多少次，却没有细化、量

化的考核指标；有的河长偶尔来到河

边，但只是和一行人转了转，说几句

话，提几点要求，以便在电视上有身影

和声音，报纸上有图片和文字，就打道

回府；有的河长对河道、湖泊的排污口

有多少、具体在哪里，一问三不知。

河长制不是“挂名制”，不能装样

子；公示牌不是脸面牌，而是责任牌。

河湖治理需久久为功。要变河长制为

“河长治”，重在建立水清岸绿的长效

机制，变集中式治理为常态化治理，使

河湖保护工作更加细化，考核更加严

格。因此，地方政府除了要有一个具

体的工作方案、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

和一套管用的工作制度外，还应建立

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建立公

众参与制度和考核问责等一套完整的

制度体系，拓展公众参与渠道。5

笔者上下班必经一所中学和一
所小学中间的一条小马路。每次赶
上学生放学时，总能发现一些学生不
遵守交通规则，有的三五成群勾肩搭
背走在路中央，有的骑车不按交通规
则横冲直撞，有的嬉戏追逐毫无忌
惮，吓得行人和车辆纷纷躲闪，存在
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让人感到忧
心。

笔者以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必
须多方给力，强化宣传教育：家长要
多学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经

常对孩子进行交通安全常识和事故
自我防范知识教育，并在日常生活
中身体力行，为孩子养成良好的交
通习惯当好表率；学校要将交通安
全教育纳入教学内容，着力打造合
格的宣传教育师资队伍；交警部门
要经常性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校
园 活 动 ，为 师 生 宣 讲 交 通 安 全 法
规。此外，各级党委、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也要把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以强化校园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5 （钟长顺）

近日，笔者在宁陵县建设路一家
饭店吃饭，要了一馍、一汤、一个鸡蛋
后，递上 4.5 元现金，这 0.5 元现金是
由5个 1角的硬币构成的。谁知饭店
老板说：“这 1角的硬币现在谁也不
会收，收它太费事，花它又很难，你就
拿5角的硬币吧！”

据笔者调查，在宁陵县城执意不
收 1角硬币的多是一些饭店、酒店。
这里的人员多嫌它“分量小，钱难
查”，可在一些超市、商场，因为机打

的货物价格表上大多还有带角的价
位，硬币还是能流通的。可去餐饮服
务行业消费的人很多，如果人们在这
一行业使用 1 角硬币、纸币遇到难
题，将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并没
有终止 1角硬币和纸币的流通和使
用，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拒收 1角硬币
和纸币。笔者希望有关部门管管这事
儿，也希望有关行业从业人员不要拒
收1角的硬币和纸币。5（屈效东）

近日，笔者参加孩子的家长会，
发现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全班课桌
椅都是一个高度。坐在孩子的座位
上，弯腰屈腿十分局促，前后课桌距
离狭窄不说，由于课桌太矮，俯身看
书写字明显感到别扭、很不舒服。
实际上，很多孩子的个头比笔者还
高，想着孩子每天都在承受这些，真
是忧心。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不少中小
学生长得很快，同学之间高矮差距
非常大。可是，课桌椅尺寸却是同
样的，甚至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桌
椅高度也没有差别。学生每天要在
课桌椅前学习六七个小时，太高或

太低的桌椅，会让孩子养成不好的
坐姿习惯，容易导致近视、驼背和脊
柱变形等。

国家有关规定要求，不同身高的
学生要对应不同高度的课桌椅。然
而，很多学校没有落实这一规定。希
望有关部门加强督查，学校应根据学
生实际身高“量体裁衣”，使课桌椅高
度与学生身高相匹配。建议有条件的
学校可采用具有升降功能的课桌椅。
此外，老师应随时关注学生身高，对课
桌椅及时进行调整，使大个子和小个
子都有“合身款”，从而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5

（刘予涵）

郑州市碧沙岗公园是市内最大的市民
活动公园，每天入园来玩乐的人很多，其中
的中老年人占大多数。公园的西北角是一
个比较大的健身活动场地，健身器材齐全，
来此做健身运动及打乒乓球的老年人比较
多，每天早晨很早就有不少老年人过来活
动了。

在夏天，天亮得早，5点钟就能看到不少
老年人来这里活动的身影。而在冬天，即便
是 6点钟，天还有些黑，可仍然有老年人在健
身器材上做健身运动，一般都是摸着黑，稍有
不慎就容易磕伤摔伤，这就有些不安全了。
特别是有些健身器材，在使用时如果光线不
太好，危险性会更大。而一些老年人，身体的
灵活性不够，极易造成意外的运动伤害事
故。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能给健身器材
场地安装上照明灯。5 （李进）

网络电话、手机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给一
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法分子往往通过电话、短
信、网络等方式打电话、发送虚假信息，对受害人进行
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转账或骗取支付信息
进而实施诈骗。11月 22日，正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网络诈骗案件，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10月 15日，家住王寨乡的雷某，接到一陌生
女子打来的电话，女子在电话中喊她“大姨”。雷某也
突然想起了自己有一个外甥女长期在外打工，很少跟
雷某联系。“外甥女”说自己出了车祸需要用钱，给自
己的父母联系了，父母说家里没钱，就让她给“大姨”
打电话借点钱，让“大姨”汇1.6万元钱到她提供的账户
上。雷某信以为真，立即为“外甥女”汇去1.6万元钱。

现在农村青壮年多在外务工，乡村里老人、孩子
较多，一些骗子发现农村老人容易上当受骗，便打电
话冒充“女儿”或“亲戚”套近乎，如果对方未起疑心，

便编造遇车祸、生病等谎言让“父母”或“亲戚”汇钱
到指定银行账户，骗取钱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王
某共骗取受害人6万余元。今年10月，王某被警方抓
获。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零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法官提醒：被告人王某通过网络伪装成受害人
的亲属，以遇车祸、有病或有急事、急需钱用等理由，
骗取被害人的钱财。其实，其行骗手段并不高明，但
是被骗者反而轻信行骗者的谎言，上当受骗。在生
活中，大家要时刻提高警惕，提高防骗意识，不要轻
信陌生人的话语，遇到任何不认识的人或离奇的电
话,都要多长一个心眼。涉及要钱要物的时候,一定
要和家人商量,哪怕是打长途电话,也一定要告诉自
己的家人，更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各
种网络应用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泄露
给他人。5 （王树恒）

今年 40岁的王团结，是商水县舒庄乡王
千庄村人，他种植的草莓味、香蕉味、菠萝味
等多味绿色葡萄深受市场欢迎。他经常到敬
老院送葡萄献爱心，被网友和当地群众称为

“葡萄哥”。
每年在葡萄成熟季节，他都要到乡敬老

院为孤寡老人免费送葡萄吃。今年夏季，乡
敬老院孤寡老人增加到 200人，王团结为乡
敬老院赠送 200箱最好的葡萄，而一箱葡萄
14 斤，价值 200 元，200 箱葡萄价值 4 万多
元。葡萄园一名员工说：“200箱太多了，价值
几万元啊。”王团结却说：“献爱心不计价值。”

王千庄村是一个长寿村，村里 80岁以上
的老人有 20人，都是王团结的长辈。王团结
做生意后，每次回村见到老年人都要给他们
一包香烟，问长问短，每年春节，他都要到老
人家里拜拜年。自从建成葡萄园后，每年他
都要给村里老年人和贫困户送 1箱葡萄。从
去年开始，王团结每年为王千庄村 80岁以上
的老人买棉衣。就在不久前，王团结自费1万
元为本村 20名 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一套
新棉衣。5 （乔连军）

打电话喊“亲戚” 面对诈骗莫上当

12月 8日下午，平顶山市新城区湿地公园东门南50米水库边，有人把几个大盆摆在水库边，明目张胆地
杀鱼卖鱼，腥臭难闻，好好的公园环境被破坏了。这种现象竟然存在几年了，没见有人管理，希望有关部门出
来管一管。5 于英 摄

水库边卖鱼该管管了

随意停放的机动车堵住了市场出路 人行道两边停放着一排排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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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郾城区委统战部紧紧围绕主题教育要求，联系
工作实际，下足三个方面的功夫，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一是在深钻细研、思想引领上下功夫。制
订详细的学习计划，利用党支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开展集中学习，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学先进典型，同时开展研讨交流，确保理论学习有高
度、有收获。二是在检视反思、回归初心上下功夫。对照
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关于检视问题的有关要求检视自己；
听取群众对统战工作、统战干部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检
视自己；通过同志式的善意提醒、推心置腹的交流谈心检
视自己；对照在理想信念、为民服务、拼搏干劲、道德风
尚、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要求，自己检视自己。三是在成果
转化、担当作为上下功夫。在基层统战工作上，着力整合
镇办和村级统战力量，构建统战工作新格局，画出更大的
同心圆，释放出最大的正能量。同时，围绕区委中心工作
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主动作为，积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
作用。 （李晓方）

下足“三个功夫”让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近日，漯河西城区开展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
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是综
合把脉会诊。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对权力寻租、权
钱交易等严重违背党的初心和使命，败坏党风政
风的行为“把脉会诊”。二是开展自查。全区党员
干部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对党员干部违规公款购
买自用、违规赠送、违规收受提货卡等行为全面统

计。并协同税务、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检查组，
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全区范围内商超进行检查
抽查。三是监督再监督。综合运用信访受理、线
索处置、约谈提醒、谈话函询、审查调查等方式，
紧盯“关键少数”严肃纠正和查处其中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力促各单位履职尽责，以主题教
育专项整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高兴源）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梁苑办事处在
了解到当地居民谢永利家实际困难时，及时协调
区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为其争取利益。据悉，夫妇
二人同为肢体二级重度残疾，常年依靠低保补助
度日，日前因审核材料上报不齐全、不及时等原

因，低保补助停发。梁苑办事处和相关部门多方
协调，最终在政策范围内为其争取了最大利益，
将低保补助金由原来两人每月460元，提高至现
在每月940元，并启动应急资金1000元，帮助谢永
利夫妇渡过难关，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吕梦）

鹿邑县通过集中宣讲、召开警示教
育现场会、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多种
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教育引导全县党员
干部牢固树立预警观念，助推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集中宣讲促警醒。组成宣讲
组到案发单位开展警示教育宣讲活动，
结合各单位案发特点选取典型案例，剖
析案件发生的原因，查找思想上、制度
上、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
施。现场警示教育敲警钟。分批次组织

党员干部到看守所进行现场警示教育、
到法庭庭审现场旁听，让大家对腐败戒
惧、对法律尊崇、对权力敬畏。通报案例
筑防线。联合县电视台“清风鹿邑”栏
目，对发生在本地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曝光，并逐个乡镇、逐个案件对以
案促改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各乡镇党委
书记、纪委书记介绍以案促改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履行情况，案发单位涉案人员
逐个进行检讨表态。 （潘向丽）

今年以来，偃师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扎实
推进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和调动
党员干部和园区内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为打造一流投资环境和产业集聚区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锤炼勤政廉政干部队
伍，优化服务企业举措。强化党员干部服务企
业意识，时刻保持廉洁自律，为企业发展加油鼓
劲。强化勤政廉政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充分掌

握园区企业情况，强化党员干部脚踏实地作风，
走访企业宣传惠企政策和了解企业诉求。着力
提高工作效能，打造企业诉求直通平台。建立
综合信息管理服务中心，负责管理服务企业微
信群、现场办公等线上线下平台。同时积极收
集并了解企业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形成任务
清单，开展重点难点问题联合攻关，为企业提供

“零距离服务”。 （张恒星）

近期，为扎实开展信访人民满意
窗口创建工作，郑州市航空港区清河
办事处全力提升来访接待窗口为民意
识和服务功效。在协调处理好各类信
访案件的同时，不忘搞好“爱心创建”，
截至目前，按照要求，在信访接待大厅
设置相关制度、信访接待文明用语、爱
心专椅、爱心专柜、免费WiFi、爱心插
座、雨伞、急救药品箱、工具箱等。办
事处在全方位多角度加大信访工作宣

传力度的同时，主要领导变被动接访
为主动约访，对于因土地调整牵扯外
迁、不明户口的人员，敢于较真认真进
行实地调查，到外省当地村委、派出所
落实户口，此举措为信访问题的解决
开辟出了一条新的渠道，不遗余力现
场进行协调，解决好了各类矛盾及纠
纷。回首往昔、展望前景，清河办事处
奋勇争先，正在以高昂的精神状态阔
步迈向未来。 （赵清国）

把脉会诊 防治谋私 警示教育助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扎实开展信访人民满意窗口创建

应群众之所需 解群众之所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服务企业改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