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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百姓故事

晒账亮家底
“这月开支 1500 块钱干啥

了？”“修建滴水罐了，其中买砖
2500块，沙子 2.5立方米，再加上
工钱支出。”近日，灵宝市西阎乡
西邱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例会
上，二组群众代表张勤生要求组
长说明开支用途，得到满意答复。

为加强村级管理和监督，西
阎乡探索施行村务监督委员会例
会制度。每月 25日为例会时间，
各村两委成员、村监督委员会成
员、村报账员、村民小组长必须参
会，党员、群众代表可列席会议。
自7月起，村务监督委员会例会制
度在全乡39个村全面推行开来。

会前，村组干部积极收集群
众意见，村两委要和村监督委员
会做好沟通，确定例会主题。根
据议题，遇到重大项目、重大事
件、重大活动，邀请职能部门与会
指导。会上，村报账员、各村民组
长分别公布当月村组财务收支情
况。村务监督会成员可以对村组
财务收支情况进行问询，对有疑
问的收支进行记录，对可能存在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登记
汇总，报告乡纪委。会后，整理上
交相关会议资料，乡纪委每月组
织人员进行督导检查。

常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

例会上，一笔预算65万元的开支引
起大家关注。原来，这笔钱是村里
为了保证新设立集市的运行，硬化
水泥地坪 1万余平方米。会上说
明，商户门前路面商户共出资近35
万元，其余款项为村里垫资。“只要
款项收支说清楚，有本明白账，群众
都会赞同。”村支书王树年说。

西阎乡纪委书记杨建辉介
绍，基层矛盾多，很大一部分信访
由村组经济问题引发。通过不断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对村组干部权
力的制约，可以提升群众的信任
感，促进乡村和谐稳定发展。3

（李均友）

让兴趣班回归兴趣
生活不易 安全第一

外卖小哥，悠着点儿！ □戴先任

如今各种兴趣班也有了“鄙视

链”，越冷门越烧钱越“高贵”。比

如，像足球、篮球、游泳、跆拳道等

兴趣班司空见惯了，于是一些家长

就开始为孩子追捧起了棒球、橄榄

球、击剑、冰球、高尔夫、马术等兴

趣班；学国际象棋的，鄙视学中国

象棋的；学中国象棋的，鄙视学军

棋、五子棋、跳棋的……

兴趣班“鄙视链”，透露出不少

家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虚荣

心理。一些家长认为“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普通家庭难以让孩子上这

些“烧钱”的兴趣班。能上这些“烧

钱”兴趣班的孩子，都是家庭条件好

的孩子，尽管“烧钱”，但对孩子的未

来发展有好处。还有一些家长认

为，让孩子上这些冷门的兴趣班，能

让孩子掌握冷门特长，将来少一些

竞争对手，会增加其相应的“出头”

机会。

而有关专家则指出，冷门的兴

趣班并不像一些家长认为的那样

好学。恰恰相反，冷门的兴趣班往

往比普通的兴趣班更难上。而且

一些冷门的科目在国内师资少、教

学水平有限，其结果往往可能是家

长掏了不少钱，反倒不能让孩子收

到相应的学习效果。

变异的兴趣班，透露出家庭教

育的多重问题。比如一些家长容

易非理性消费、攀比性消费；一些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过于焦

虑狂躁，也过于强势，不尊重孩子

意愿，强行安排孩子人生规划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孩子上兴趣班

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一场家长经

济实力之间的盲目比拼，成了家长

意志的强势体现。

谁 都 想 给 孩 子 最 好 的 教 育 。

作为家长，头脑一定要冷静下来，

明 白 教 育 的 要 义 是 什 么 ，多 一 些

理 性 思 考 ，少 一 些 攀 比 心 理 。 在

给 孩 子 报 兴 趣 班 时 ，努 力 做 到 尊

重孩子的意愿，顺应孩子的天性，

启 迪 孩 子 的 智 慧 ，让 孩 子 找 到 学

习 的 快 乐 。 否 则 ，没 有 兴 趣 作 为

持 久 动 力 ，怎 能 通 过 兴 趣 班 而 拥

有特长。

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无

可厚非，但也不能让孩子成为家长

满足虚荣心的牺牲品。所以，还是

让兴趣班回归兴趣的本义吧，只有

这样孩子才会真正茁壮成长。3

社会视点

□本报通讯员 彭天增

无论大街小巷，不分白天夜晚，在
我们的城市，到处都能看到外卖、快递
小哥的身影。他们在给广大市民便利
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日益凸显，就是
由此带来的电动车交通违法频频出
现。

7月 16日，早交通高峰时段，郑州
市国基路上。一位骑电动车送外卖的
小哥，在快车道上逆行而且骑得飞快。
这时，一辆正常行驶、迎面而来的小轿
车，由于躲闪不及，往右打方向避让，结
果将同向行驶的一辆自行车挂倒，经鉴
定，骑自行车的人全身三处骨折。

无独有偶。8月 23日，山东梁山籍
来郑送快递的韩某，在郑州市淮南街一
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驾驶一辆电动三轮
车拦头猛拐，导致一辆同向直行的中巴
刹车不及，将其撞翻。由于脑颅挫伤，
韩某至今躺在医院里。

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市每天涉及非
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与

外卖和快递车辆有关的大约占三分之
一。“许多外卖、快递小哥，为了将外卖
或派件快速送达，多送几单多挣些钱，
常常无视交通法规，不顾交通安全，越
线停车、随意逆行、行驶快车道、超速行
驶、拦头猛拐，尤其是在无人值守的路
口，红绿灯对他们而言简直形同虚设。
即使等红灯，红灯读秒还未结束，他们
就已经违法通过了。”郑州市交警队有
关负责人说。

订单配送高峰期，也是交通事故多
发期。数据显示，每天 11时至 15时午
餐时段，交通事故发生率占比最多；17
时至21时晚餐时段，事故发生率占比次
之；5时至 9时早餐时段，事故发生率占
比最少。这三个时段，均为市区电动自
行车交通事故高发时段,也正是午餐、
晚餐（或者夜宵）、早餐三个外卖订单的
高峰时段。

郑州市交警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不管交通参与者的任何一方（行人、
非机动车、机动车）出现交通违法行为
而导致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受害的

不只是交通违法者本人。在很多时候，
往往是交通违法者本人安然无恙，而受
到影响的是其他人。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为外卖、快递
小哥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引发的道路交
通事故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是由于
有些外卖、快递小哥自身的交通安全意
识比较淡薄，另一方面急着送货也是导
致他们交通违法的重要因素。”这位负
责人说。

“目前，郑州市区有美团、饿了么、
UU跑腿、顺丰、京东等几十家送外卖、
快递的公司。仅美团一家在郑州注册
的员工就有10万人之多。可以想见，由
于许多外卖、快递小哥不遵守交通法规
而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肯定不在少
数。”

挣钱心切、多拉快跑，完全可以理
解，但是忽视交通安全就不应该了。所
以对外卖、快递小哥进行交通管理，交
警部门责无旁贷。可是，完全依靠交警
部门，难免有些孤掌难鸣、力不从心。
外卖、快递小哥的所属行业和单位也应

该积极参与，通过行业自律、规矩约束、
算法考核改进，还有广大市民的监督
等，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根治。

武汉采取的措施是，外卖小哥和电
动车，人、车、证合一，对车辆和驾驶员
的违法行为进行统计，定期向平台通
报。相关企业可根据外卖小哥的违法
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包括暂停接单、
安全教育等，并向交警部门说明情况。

如果外卖行业不以送餐速度作为
竞争指标，或者在外卖行业达成一种关
于速度的协定，外卖小哥就能在完成任
务要求的情况下，同时保证交通安全
了。

为此，深圳建立“即时配送行业交
通安全联盟”，通过共建、共管、共治等
多项举措，规范行业自身管理，使行业
取缔了“快速送达”的考核机制，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了合理的送餐时间。

生活不易，安全第一！期望每一位
快递、外卖小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
高安全意识、摒弃违法行为，让交通更
加安全、城市更加文明。3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着“生态
工程”“景观工程”“民生工程”的幌
子，不惜耗费重金搞移石造景。工
程所用的景观石大多由政府采购、
价格畸高，有的一块石头数万元，
高的逾百万元。景观石的来源,一
般都是从河道和山上无序取石，乱
采滥挖，使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
坏。

移石造景之风如此盛行、愈
演愈烈，无疑是当地官员急于展
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致，其中
有的也暗藏着一些腐败交易。尽
管中央三令五申，必须对建设领

域出现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等
不良倾向进行严格规范，禁止搞
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但有些地方依然屡禁不止甚至顶
风违纪。

因此，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执行
审批制度，对财政采购景观石的规
模和数量予以限制，严禁购买巨
石、昂贵奇石；严肃财经纪律，坚决
遏制公共财政被随意挥霍，堵住资
金漏洞；对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
典型案例，依法依规查处并予以曝
光。3

（许贵元）

秋季开学之后，各个中小学
校、大学校园的学生食堂又迎来了
学生就餐的高峰。笔者认为，在给
学生上好开学第一课的同时，切莫
忘了给学生上一堂节约粮食的教
育课。

以往，在学校餐厅，不止一次
地看见学生把餐盘内的剩饭、剩菜
倒掉。还有的学生因为嫌饭菜不
合口味，尝上几口就顺手倒掉了。
出现这些情况，除了厨师烹饪技艺

和饭菜口味本身的原因之外，学生
的节俭意识缺乏，也是一个主要原
因。

针 对 学 校 存 在 食 物 浪 费 和
学生节俭意识缺乏的问题，学校
和老师有必要把厉行节约纳入
学生的教育课程，切实加强引导
教育，让广大中小学生包括大学
生学会节约，把节约变成一种人
生习惯。 3

（宋欣杰）

作为一种新的销售形式和消
费业态，直播带货迅速走红。不少
网络红人、地方干部以及名嘴主持
纷纷上阵，通过云端直播方式销售
农副产品，帮助农民共克时艰，取
得了明显效果。

不过，许多网络红人、地方干
部以及名嘴主持，事务相对繁多，
不可能一直义务搞“直播”为农民

“带货”。从长远来看，大力培养农
村本土电商人才，才是有效解决农
副产品滞销的重要途径。

“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在一些电商基础条件具备
的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不妨顺势

而为，携手网络销售达人积极开
展培训活动，让广大农民在培训
中开眼界、受启发、长才干，成为
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农民，干好直
播“新农活”。

通过实用性强、“手把手”的
直播带货培训，有利于培养一批
懂电商、爱农村、会经营的本土人
才。一旦熟练掌握直播技能技
巧，相信他们同样能够取得不俗
的效果。既有泥土味，又有现代
感，这是本土电商人才的特色和
优势，必将助力农民增收、促进农
业升级。3

(郭志钧)

我叫杨丽，是许昌市南海街瑞贝卡和天下小区20
号楼居民。8月底，我家乔迁新居，来到这个小区居
住，可是乔迁喜悦很快被噪音烦恼所取代。

每天凌晨4点多，清运垃圾的车辆就开到了楼下，
开始清垃圾桶。电动垃圾车虽声音小，但升降垃圾桶
的嗡嗡声很大。窗下有3个垃圾桶，要如此操作三次，
尤其是倾倒垃圾桶的“哐、哐、哐”声，直接把人从梦中
惊醒。

三声响后，垃圾车开到 20号楼对面的 15号楼前
清垃圾桶，又是三声响，听得清清楚楚。半个小时后，
又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开来，在两楼垃圾桶之间查看有
无垃圾车不能清运的物品。这个三轮车的“倒车请注
意、倒车请注意”的温馨提醒，在凌晨显得特别刺耳。

好不容易挨到了 6点，20号楼西侧物业楼南小广
场里又迎来保安、门卫等物业人员在此交班、整队的嘈
杂声。“立正、稍息、齐步走”的口令声，声声入耳，让人
睡意全无。

到了晚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开始登场了。跳舞
的音乐伴随着拍手声，让学生无法写作业，想清静一会
儿都不行。多次交涉后，音乐声小了一点，但拍手声依
然响亮。

自入住该小区，这些噪声一直伴随我们。虽经多
次反映，但每天凌晨清垃圾桶的“哐、哐、哐”声“涛声依
旧”，“倒车请注意”还在扰民，广场舞也没有停下的迹
象。3

为了少缴纳电费，偷改电表，除了受到刑事处罚
外，还被判处罚金。9月 7日，经唐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一审以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

今年 38岁的刘某，脑袋瓜灵活，在老家集镇上各
种行业生意都做过，经过多年打拼，手头有了一定积
蓄。2018年举家从集镇来到唐河县城。他经过考察，
看中了一家转让的中型宾馆，就把宾馆租下来装修改
造。由于宾馆地理位置好，住宿和来吃饭的客人常常
爆满。这样一来，客房和餐厅的用电量很大，尤其夏
季，每个月蹭蹭直冲的电表数字，让刘某动了歪心。

2019年 8月初，刘某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能把电表
流量改小、节省电费的信息后，心里一亮，当即联系。
和对方一番讨价还价，通过支付宝支付 500元现金给
对方后，对方来人将宾馆电表电流调小。

今年6月，电力工作人员在收取电费时，发现这家
宾馆生意火爆用电量却急剧下降，遂向公安机关报
警。经法院审理查明，自2019年 9月至今年6月，刘某
共窃电 2.2万度，少交电费 1.7万元，数额较大，构成盗
窃罪。3 （牛凌云）

移石造景之风当刹

别忘给学生上节约课

多教教农民直播带货

来函照登

噪音扰民何时休

偷改电表 领刑被罚

民情与法

郑州市经 三 路
省人民医院附近路
段，机动车道与非机
动车道隔离护栏上
的花盆里面，最近栽
上了许多美丽的小
花。小花刚刚栽上的
头一两天，花朵开得
鲜艳 漂 亮 ，惹 人 喜
爱。可是仅仅过去三
四天时间，这些花儿
就全都枯萎了，让人
惋惜。3 钟鸣 摄

刚
栽
上
的
花
蔫
儿
了

直击现场

●陈静 ●李娜

示范单位

先进个人

●中行河南省分行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恒丰银行郑州分行

●郑州农商银行

●中国人保

●中国人寿

●太平洋产险

●人寿财险

●平安人寿

●太平洋寿险

●东吴人寿

●鼎和产险

河南金融行业强化基层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特别是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河南金融业更是表

现出应有的担当与情怀，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支持，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了力量。

为弘扬金融行业正能量，鼓励先进，河南日报于

今年 3月推出了“树立先锋旗帜 促进高质量发展”

示范单位及先进个人推选活动。活动推出后，先后

经过单位申报、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三个阶段，现将

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河南省金融机构“树立先锋旗帜 促进高质量发展”
示范单位、先进个人获奖名单公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
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济
源中心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济源市玉泉办事处北海大

道与沁园路交叉口东200米路北

机构编码：0002424190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19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刘浩

联系电话：15517753699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4日。

下列机构《金融许可证》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海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1010088
许可证流水号:00701077
成立日期：1991年 12月 1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海大道99号

发证日期：2019年 12月 12日

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 8月 6日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

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业务；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币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

算；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基金业务；办理“金钥匙

本利丰”、黄金等人民币理财业务。

负责人：田祥光

联系电话：139382035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中路
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4101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496302
成立日期：1985年 6月 1日

住所：郑州市中原中路124号

发证日期：2013年 11月 4日

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 8月 6日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

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业务；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币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

算；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基金业务；办理“金钥匙

本利丰”、黄金等人民币理财业务。

负责人：罗玲

联系电话：15663805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