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712381236 QQ群：25454403qgb8989@126.com0371-65796365 65796390 基层之声│152020年５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翁韬

社会视点

直击现场

议论风生

民情与法

连线基层来函照登

莫让外卖骑手成为“事故推手”

最近，笔者因眼部不适去当地某
医院就医。进门时护士要求填写姓
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
个人基本信息。如实填完相关内容
后，笔者发现，厚厚一大本患者出入
信息登记簿就随意摊放在门口桌上，
来往的人即便一页页仔细翻看，护士
也不加以阻拦。这种状况，着实令人
对患者个人信息安全捏一把汗。

存在同样担忧的还有笔者的一
位朋友。这位朋友疫情期间滞留外
地，近日返回后，先后在省、市、区、街
道四级行政单位填报登记个人信息，
就连他所租住房屋的房东也登门将
其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
写在了小本子上。对此，朋友内心不
免直犯嘀咕，“我的个人信息能被妥
善保管吗？万一泄露出去给坏人利
用了怎么办？”

如此担忧并非多余。前段时间，
青岛公安发布通报称，因造成胶州中

心医院出入人员名单在社会上被转
发传播，3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名单
涉及6000余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
式、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侵犯了
公民个人隐私权。

无独有偶。今年 2月，江苏警方
告破首起利用疫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案件。犯罪嫌疑人薛某某通过制
作防护口罩预约服务的虚假网站，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实，薛某某
经营一家培训中心，想要借机骗取个
人信息将自己的广告发出去，他本人
并无任何口罩可供领取。

而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目前，
全国公安机关针对网上传播涉疫情
公民个人信息情形，已对 1522名违
法人员实施了治安处罚。相关媒体
记者走访当中了解到，近段时间确有
群众接到诈骗电话，对方能准确说出
接电话人的姓名，然后冒充医保局、
电信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欺诈。

不可否认，当前，在疫情防控趋
于常态化的形势下，多数场合对于出
入人员扫码登记、填写个人信息表，
颇为必要。这么做有助于追踪疫情
动态，实施精准防控。依照我国网络
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规定，疫情期
间无论是手动填写还是通过健康码
收集个人信息，都符合正当、合法、必
要原则。

社会相关部门依法收集个人信
息固然没错，但对于收集来的个人信
息是否能够做到稳妥保管，确需引起
关注。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所涉个人信
息的安全保障问题，2月 4日，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
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其中严
格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
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

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
得公开其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
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全面落实法规制度要求，防止个
人信息“裸奔”，亟须加强对疫情防控
所涉个人数据信息的监管。政府相关
部门要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疫情防控
工作，督促当地居民小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商业营销机构等建立起疫情防
控期间个人信息登记、存储、销毁的全
链条管理机制。并且，适时组织力量，
对社会相关部门疫情期间登记的个人
信息储存管理情况，定期不定期开展
摸排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情
节严重的要严肃追责、依法惩处。与
此同时，尚需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
式，加大对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的专项
宣传教育力度，以此营造良好氛围，动
员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
实施监督，确保个人信息妥善保管，规
范使用。6 （周慧虹）

□钟长顺

前不久，笔者所在的县城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骑电动车送外卖的中年

男子在超速行驶过程中，突然发现眼前

有一名行人在穿越马路，吓得紧急刹车，

但还是将人撞倒。而他本人也摔到地

上，双手鲜血淋漓，头部撞在道牙上，幸

亏有头盔“保驾”，才捡回一条命。

这名男子告诉笔者：“送外卖要按时

送达，为了赶时间，常常得飞奔，送慢了，

饭菜凉了，客户打个差评，这单就白干

了 ，感 觉 每 天 都 在 和 时 间 赛 跑 。”一 个

“快”字，道出外卖行业的立身之本，但由

此衍生的时间要求堪称苛刻。外卖小哥

的收入与其派送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在

这样的业务属性下，外卖小哥在骑行过

程中必然会出现超速、闯红灯等诸多不

安全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对此，必须多方协力、综合施策，对

外卖骑手从严进行管理，谨防他们成为

“事故推手”。

外卖平台在制定送餐规章制度时，

应充分考虑到道路拥堵、商家耽搁、天气

等方面的因素，鼓励配送员在遵守交通

法规的前提下送餐，而不应一味要求限

时送达。还可与配送员签订就业安全协

议，对遵守交通法规的员工给予一定奖

励，对多次违反交通法规的员工可予以

罚款或辞退。外卖配送行业要参照客

运、货运等重点车辆管理模式，建立专业

监管平台，落实“户籍化”管理。把每一

名配送员、每一辆配送车辆信息都录入

数 据 库 中 ，并 监 控 其 每 一 次 配 送 的 过

程。可利用 GPS 技术等，在事中发挥巨

大监管作用，也可与交警部门实现数据

对接，结合实时定位、实时路况等技术，

让配送员逆行、超速、闯红灯等不文明交

通行为无处遁形。

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切实加强

对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超速、闯红灯、争道

抢行等外卖配送车辆常见交通违法行为

的查处，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教育一

起。在对违法当事人进行处罚的同时，还

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组织媒体记者对

执法活动进行现场报道，通过对交通违法

个案进行曝光，切实提高外卖配送人员的

安全出行意识。此外，还要经常组织深入

餐馆、饭店，对外卖配送人员进行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提醒他们自觉遵守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避免争道抢行、超速、闯红灯等

交通违法行为发生。6

在不少地方，农民夜校已经成为基
层群众学习致富技能、提升致富能力的
重要途径，但不少农民夜校还存在着与
群众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时下，
正是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决战决胜全
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发挥好农
民夜校作用。

要因地制宜培育一批农民夜校小课
堂。农民夜校是集中利用农民闲暇时间
开办的临时性学校，不妨打破一村一校
集中格局，在各村民小组设立流动性小
课堂，不仅能有效缩短农民参与学习的

“准备距离”，更利于农民夜校精准化教
学，实现农民农技快速提升。

要分类有针对性制定教学内容。由
于受到文化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不少基

层群众学习农技能力不强。农民夜校应
立足实际，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按照群众
下单、夜校接单思路，分类分需制定教学
课程，尽量满足不同群众的学习需求。

要立足长远发展储备专业的师资队
伍。要从理论专家、新乡贤、致富能手、
种植养殖大户等群体择优组建师资库，
并通过开展民意调研、教学测评等方式，
及时更换不称职、教学效果不明显的教
师，确保师资队伍保质保量，以期农民听
得进、学得到、用得实。

农民夜校建得好不好，关键还要看
群众的口碑好不好、助力乡村发展的成
效好不好。只有接地气的农民夜校才能
受到群众的欢迎，才能为农民脱贫致富
提供更多的帮助。6 （黄兵）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持续向好，
不少乡村开展村庄清洁活动，掀起了卫
生大扫除热潮。但我们也发现，农村一
些地方，只是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
党员代表参加卫生清扫活动，村民却寥
寥无几，没有把群众全部发动起来。有
的村干部说，清扫卫生是为了应付检查，
走走过场而已。也有村干部说，村里有
专职保洁员，用不着大伙儿都动手。好
多村子都是“上边号召就动动手、一阵风
就过去了”，没有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

当下，部分农村脏乱差现象还不同
程度存在，环境卫生死角、道路破损、垃
圾乱倒和垃圾分类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还

比较突出，文明创建任务依然艰巨。因
此，笔者建议：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强化
农民环保意识，把开展村庄清洁爱卫活
动与护卫人民健康安全的重大意义向群
众反复宣讲，入脑入心，自觉付诸实际行
动；二是发挥志愿者作用，带动和影响村
民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清洁活动；三是建
立健全农村环卫机制，把村庄清洁纳入
村规民约，落实“街长制”和农户门前“三
包”责任制，实行垃圾分类管理，做到日
清日洁；四是发挥农村监委会作用和农
户之间相互监督作用，对乱倒垃圾、污
水，践踏草坪绿地，有损于村容村貌等行
为，要及时依规处理。6 （许贵元）

每年夏季，一些地方时常会发生中
小学生溺水身亡的悲剧，特别是农村留
守儿童发生溺水事故的频率会更高，给
不少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

如何有效避免或减少夏季儿童溺
水事故的发生？笔者认为，不妨做好
以下几点：一是每个家庭都要从小教
会孩子学会和掌握游泳技能，一旦在
游泳过程中发生意外，儿童可以及时
应对和自救；二是家长和学校要加强
预防溺水安全宣传方面的教育，通过
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给所有学生打
预防针，使每个学生都能把安全放在

心中；三是作为家长，更要履行监护职
责，毕竟大多数孩子还没有足够的安
全防患意识，需要家长加强监护和及
时引导；四是有关部门应在每年夏季
来临之前，尽早在一些江河水潭附近
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牌，对一些深水
潭或水流过急水域安排专人每天进行
巡查和看护，对一些危险水域，应该禁
止中小学生进入游泳等。

防范儿童溺水事故需要多方共同织
密织牢一张防溺水安全网，联手保障人
民群众特别是花季少年的生命安全，杜
绝溺水悲剧的发生。6 （徐曙光）

公厕作为方便之地，卫生安全应当是首
位的。疫情蔓延让公众认识到了勤洗手的重
要性，也因此凸显了洗手设施与洗手液的重
要。但从现实来看，不少公厕并没有提供洗
手液，有的虽然提供了，却没有及时补充，让
不少如厕者大失所望。

笔者以为，公厕均应当标配上洗手液。
虽然需要一定的支出，也需要增加一定的管
理成本。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投入很有必要，
这不仅有利于个人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而
且也有利于提升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广州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提供洗手液给
如厕者洗手，已成为广州各大公共厕所标
配。为了规避洗手液的滥用，还有一些创新
性举措。比如，荔湾区荔枝湾涌公厕，洗手液
容器采用感应式设计，使用者将手伸到容器
下方，感应器就会触发容器滴出洗手液。如
此，市民洗手时也减少了对按钮的接触，消除
了市民对相关按钮是否干净的担忧。

公厕标配洗手液看似会增大投入，但从长
远来看，并不会“亏本”。首先来讲，能够增强
个人及公共卫生安全；其次，能够提升城市的
形象与品位，提高人们的宜居感；再者，在新冠
肺炎疫情尚未彻底结束的当下，更能够成为防
控疫情的有效配置。6 （杨玉龙）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农
业承包的问题上他们更是看得比
什么都重要。近日，正阳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农业承包合同纠
纷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某将
其耕种的土地返还原告雷某，限
其2020年 6月份麦收后履行。

2013 年 10 月，正阳县李寨
村农民雷某因外出打工，将自己
承包村里的 4.9亩耕地交给邻居
刘某耕种并管理，并口头与刘某
约定：刘某无偿种植雷某的耕地，
但要保管好耕地，雷某如果打工
回来了需要种地，刘某随时将耕

地退还给雷某，雷某有权收回自
己的耕地。但是，2020 年 1 月，
雷某从杭州打工回来，要求刘某
返还耕地时，却遭到刘某拒绝。
于是雷某诉至正阳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刘某将其耕种的土地返
还。

被告刘某辩称，几年来自己
虽然耕种这 4.9 亩土地，但投入
了大量的肥料，雷某要给他一定
的经济补偿，况且雷某走了六七
年，与村委会间的承包合同已失
去法律效力，不再受法律保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临时

将承包耕地交给被告管理并不等
于其放弃承包经营权，原告有权
从被告处收回自己的承包地。但
是鉴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原告
收回耕地的经营权应提前通知被
告，以便被告做必要的准备工
作。而被告称原告自愿放弃了承
包权，证据不足，法院不予确认。
况且村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均无权
解除已生效的承包合同，故被告
称原告的承包经营权不受保护，
同样不予支持。依照《民法通则》
的有关规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6 （王树恒）

5 月 7日，内黄县马上乡店集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何艳军在甜瓜大棚忙着
给甜瓜拍照、拍视频，在微信、快手、抖
音、电商直播等平台发布甜瓜销售信
息。今年，该村种植500亩大棚甜瓜喜
获丰收。他利用网络发布销售信息，使
村里的甜瓜日销售量达 5000 公斤左
右。6 翟书生 董俊玲 摄

农民夜校应更接地气

村庄清洁活动莫搞“一阵风”

预防夏季儿童溺水

当心疫情防控个人信息“裸奔”

公厕不妨标配洗手液

耕地交他人管理 并非放弃承包权

直播卖瓜 助农增收

如今，不少农民自己上手，充当主播在网
上吆喝售卖各种农产品。直播，成了一种“新
农活”。尽管，不少农民尝试开展网上直播营
销，但总体来看，其直播水平和带货能力尚待
进一步提升，与直播网红相比，还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村网红，做
好直播“新农活”。

培养造就农村网红，不能单靠农民自己，
相关部门应当有所作为。近年来，多数地方结
合脱贫攻坚，相继组织开展了各种农业技能培
训。目前来看，有必要将网络营销作为重点内
容纳入进来，努力使更多农民成为多面手，不
仅于现实当中能“干”，而且，于网络平台能

“说”，进而成为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农民。
就具体培养方式而言，既可以邀请专业

人士为农民授课，还可以着眼挖掘和充分利
用本地人才资源，尽可能把当地那些已经小
有名气的直播网红请出来，用身边接地气的
典型来激励农民。一方面，相关部门积极创
造条件，多方引导，另一方面，广大农民踊跃
参与进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农村网红不断涌
现出来，在自我创富的同时也为推动农村发
展增添新的动能。6 （丰悦）

让农村网红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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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漯河郾城区交通运输局以“党
建+”为载体，着力促进党建工作与工程建设、
公路养护、安全生产、精准扶贫等工作深度融
合，党建工作成为交通建设工作的“红色引
擎”。“党建+示范”，党员带头当先锋。开展

“党员先锋路”创建活动，选取重点线路和重
要路段，让一线党员带头认领公路养护“责任
田”,让大家在工作中接受考验、锤炼党性。

“党建+养护”，养护工作呈现出成效显、有亮
点的良好态势。全面开展春季养护会战，重
点对路肩边坡、边沟，绿化带修剪及路面病害

和沿线设施进行综合整治。“党建+工程”，为
共建廉洁工程、精品工程注入了生机和活
力。今年以来，郾城区重点项目七蚁线裴城
段已竣工通车；英尧线已完成附属物清理、线
杆挪移、征地等前期工作，近日将全面开工建
设。“党建+互联网”，线上线下“活”起来。利
用微信群、党建信息管理系统、学习强国
App等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定期开展线下
学习研讨、专题党课、红色教育、警示教育、业
务知识学习等，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
素质和业务能力。 （李红磊 王新立）

近日，信阳光山县公安局官渡河派出所从侦破“小案
件”、消除“小隐患”、化解“小纠纷”、着眼“小服务”入手，将

“小警务”融入服务民生的大环境中，切实保障社会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着力改善辖区治安环境，提升辖区居民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4月 26日，该辖区居民李某家中的土狗突然发
疯，家人束手无策，于是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接警后，所长徐
良带领民警迅速前往现场处置，为防止疯犬伤害周围群众人
身安全，民警立即利用随身携带的警用器械进行围堵并当场
击毙，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与此同时，4月 26日 23时许，
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河道有人落水，生命危急关头，值
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展开营救，在现场群众的协助下，很快
将一名落水老人从河道中救出，并随即送往县人民医院救
治。老人因患老年痴呆无法提供身份信息，民警多方打听拨
通其女儿电话时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道谢。下一步，该派
出所将继续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
上，用实际行动服务民生，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辖区
群众的安全更有保障。 （文肖）

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乡村
民主法制化建设，全面提高乡村基层干部
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
行义务的意识，5月7日，信阳市息县司法
局本着面向乡村、贴近群众、讲求实效的原
则，结合乡村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以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
方式，在工会主席张建的带领下，组织该县

息州律师事务所骨干律师朱燕到临河乡张
楼村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给村干部、网
格员及村民送去了一堂法律大餐，受到广
大群众一致好评。息县司法局将持续以普
法宣传进乡村为契机，以服务乡村振兴为
动力，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知法、守
法、护法的法律意识为目标，为打造和谐平
安息县作贡献。 （李政 郑磊）

近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
管局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持续
推进查改结合、立查立改，做好警示教育
常态化贯彻落实，全面抓好党员干部职
工的监督和廉洁自律，强化对权力运行
的监督和制约。会上，局纪检组长张自
强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想信念。
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强化从严治党
的各项举措，不断提升城管工作的政治
属性。践行职责使命,严格作风养成。

围绕城市管理主责主业,对群众的举报
和关切高度重视,最大限度提高履职率、
群众满意率，以齐抓共管推进作风建
设。履行“两个责任”，加强日常管理。
突出监督检查重点，以严格落实“一岗双
责”为抓手，开展警示教育,确保纪律建
设和日常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加强
对党员干部职工的日常监督管理，从工
作、生活、作风等方面不断强化纪律监
督。 （张自强 刘江镇）

“小警务”服务大民生

今年以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阳分局
多举措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绷紧廉政弦，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一是印发党风廉政建设实施方
案，严守纪律要求，严明纪律红线。二是党
组书记、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逐级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履行主体责任和“一
岗双责”。三是每月开展一次廉政警示教

育，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案明纪，以案促
改。四是开展“机关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
对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五是
开展“倡廉心语”廉政感言征集活动，强化干
部职工自警自律意识。六是通过廉政故事、
廉政漫画、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廉政公益宣
传片等形式，开展廉政宣传，营造崇廉尚廉
氛围。 （吴涛）

服务乡村振兴 送法走进乡村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部署会

多举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建+”点燃交通建设“红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