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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近日，有郑州市民向记者反映，郑
州城区多条道路的红绿灯“罢工”多日，
农业路与经一路等处的多个信号灯甚
至停摆一周多，迟迟得不到维修，存在不
小的道路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及
时修复。

11月 24日上午 11点，记者来到市
民反映的农业路与东明路口，发现四个
方向的红绿灯都处于熄灭状态，路面上
公交车、汽车、电动车、自行车多向行驶，
车流人流交织在一起，不时有车辆紧急
停下来避让侧向驶来的车辆，险象环
生。加之该路口有农业路东明路高架
桥上桥口，路面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
辆拥堵情况。

一位在附近居住的市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灭了有一周
左右了，据说是信号线路被挖断了，但
是一直也没有见到有关部门过来维修，
就这么一直灭着。他说，现在过马路的
行人都要倍加小心，频频左顾右盼，生
怕跟侧面行驶的车辆撞上，可以说是

“步步惊心”。
由于没有了交通信号灯的指挥，路

面的交通事故频发。一位在路口某商
家值勤的保安告诉记者，这两天他就亲
眼看到两起交通事故，一起是拐弯上高
架桥的私家车被侧后方驶来的车辆追

尾，一起是电动车撞上直行的出租车。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农业路与经

一路、农业路与姚寨路、经南九路与经开
第六大街等路口的红绿灯也都处于熄
灭状态。记者向周边居住的市民了解
到，这几个红绿灯短的灭了有三四天，长
的将近十天。而让大家疑惑的是，红绿
灯停工这么久，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维修
处理，是什么原因呢？

随后，记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上报了上述路口的

情况。5分钟后，有郑州市交警五大队
的民警给记者回电，称市区道路信号灯
的维护管理归口郑州市交警八大队，遇
到类似的信号灯故障都是报给他们，这
几个信号灯的问题之前也报过维修，但
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反馈信息，也不清
楚具体的故障原因。他善意地提醒记
者，最近路过上述路口要小心驾驶，注意
交通安全，并表示会继续给交警八大队
反馈这个情况，督促抓紧修复，查明故障
原因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11月26日早7点，记者再次来到农
业路与东明路等路口时，发现几处红绿
灯都恢复了工作。

据了解，针对城市道路信号灯故障
信息的报送，目前还是采用市民拨打

“110”报警电话为主，再由执勤交警现
场核实后向交警八大队进行反馈、维修
的模式。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这样的程
序设置，流程多，反馈时间长，而且市民
无法及时得到信号灯故障原因和维修
时间。有市民建议，能否像水务、电信和
电力行业一样，设立专门的信号灯故障
报修电话，喷涂到每个红绿灯的杆体上，
方便群众反馈故障情况。

据报道，北京市已经在城区主要道
路信号灯的信号机机箱上张贴了信号
灯的“名片”——二维码，市民可以扫描
二维码，直接向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信号
灯故障、信号不合理等信息、建议，实现
了交通管理的智慧化升级。

近年来，随着郑州城市规模的扩
大，汽车保有量的激增，主城区交通拥堵
的状况日渐突出，这对郑州城市交通管
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道路
信号灯故障的快速报修和处理，也是提
升城市交通管理智慧化水平的题中应
有之义，而智慧城市愿景的实现也正是
从每个市民身边的城市管理细节的点
滴改善做起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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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让红绿灯亮起来需要多久？

民情与法

直击现场

跟群众要说好家常话
□崔洁

基层干部平时工作在一线，经常

和群众打交道，说什么话、怎么说话，

不仅是个人的沟通能力问题，还关系

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体现党员干部的

工作作风。少数基层干部在群众面前

处于“失语状态”，有的是接不上话，跟

群众不知该说啥；有的是官腔十足，说

的多是空话套话；有的是照本宣科，让

群众听得云里雾里……凡此种种，不

仅难以推动工作，还会给群众留下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坏印象。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

动人。”打破“失语状态”，拉近与群

众的距离，对领导干部而言，会说接

地气的家常话至关重要。跟群众讲

政策、论道理，如果能把文件话转成

大白话，让人听得懂、听得进，就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大家

耳熟能详的名言：“调查研究就像十

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

道理”“老虎苍蝇一起打”“鞋子合不

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等。这

些话寓意深刻又通俗易懂，都是来

源于群众口语，说出来亲切朴实，干

部群众都乐意听，也记得住。

把大道理说成家常话，是一门语

言艺术，离不开日常学习。领导干部

要放下身段，不端不装，轻车简从到

群众中走一走，和群众坐在一条凳子

上唠唠嗑，听听群众怎么说，多做换

位思考，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

怨。这种蹲下去的方式，既能了解到

社情民意、弥补工作漏洞，又能学会

群众语言，与群众说到一个频道上，

真正融入群众中。从这个角度说，做

好群众工作，首先要过好语言关，会

说家常话、会接家常话，把话说到点

子上、说到群众的心坎上。

“言为心声，话风即人。”说好家常

话，关键是转作风，多站在群众的角度

想问题、办事情。既然群众喜欢听实

在话，领导干部就不要兜圈子、打官

腔，硬性说教，在讲话中尽量做到深入

浅出，多用简单直白的语言与群众交

流、多用生动形象的表达与群众沟通，

让群众打开话匣子、掏出心窝子。只

有这样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党

的方针政策快速传播到田间地头、灶

台炕头，印在群众的心里。6

为老板叫俺减俩菜点赞

记者调查

近年来，儿童驾车肇事屡见不
鲜。近日，正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样一起儿童电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

2020年 5月 9日上午，汪某驾
驶无牌三轮电动车停在家门口充
电，由于下车时忘了拔车钥匙，被
在旁边玩耍的 6岁儿童王某上车
启动，导致无牌三轮电动车向前急
行撞倒张某，致使张某受伤。随后
张某被送往医院治疗，伤势严重，
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该事故
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汪
某、王某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张
某出院后，诉至法院，要求汪某与

王某赔偿损失。
法院在审理期间，王某的家人

认为王某尚年幼，不知行为后果，
不愿承担过多的赔偿责任。后经
法官耐心解说、明理释法，王某的
监护人王某某、李某某自愿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自愿赔偿张某医疗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
失 16000 元。汪某也自愿赔偿张
某各项损失共计39000元。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

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
任。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该案中的王某仅 6岁，
属未成年人，其对日常生活中所面
临的危险因素或危险源缺乏辨识
与认知能力，对于危险行为带来的
后果也缺乏清晰认识，这就需要家
长尽到监护义务，既要保护其人身
及财产安全，也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使其
保护好自身安全，同时也不要置他
人于危险之中。如果发生了未成
年人致人损害的情形，侵权方的家
长作为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6 （正杨）

儿童骑车误伤行人 监护人赔偿损失

每天只需花费 8 元，一日三餐
天天不重样，可口管够、吃饱为止，
逢年过节还有特殊加餐；村里 75岁
以上老人，愿意自己打饭的，可以在
餐厅围桌进食，也可以端回家享用；
行动不便的，志愿者用保温饭盒准
时送进家门。据报道，这样的场景，
在河北省滦南县的 20 多个村庄已
经延续了一年。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农村老龄、高龄人口也占多数比
例。近年来，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子女
在外地工作或者生活，他们成为名义
上的留守空巢老人。由于人少，不少
老人的饭菜非常简单,甚至凑合吃

饭。如何解决他们的就餐问题，提高
生活质量，成为地方政府、村委会面
临的民生问题。河北省滦南县探索
创建农村居家养老助餐“小食堂”，恰
恰是在结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上取
得了成功。我觉得他们的相关做法
值得其他地区的农村学习借鉴。

通过政府、村委会、社会、能人、
志愿者等多方努力，解决老年人生
活中碰到的难题，创建农村居家养
老助餐“小食堂”，是打通服务老年
人的关键“一公里”，提高农村居家
养老中心运转使用效率，提升服务
水平，让农村居家养老中心真正成
为老年人的“新家”。6（韩虹婷）

“阿姨，我们这边有个会，只要您
去参加，免费送您20个鸡蛋”“叔叔，
我们公司有个新产品，现举办免费体
验活动，还能领取10把牙刷”……年
底将近，在部分乡村的街头，经常能
看到一些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专门邀
请老人参加某某活动并免费领礼品，
然而，这些极力向老人推销的人，有
一些是借机行骗的骗子。

据了解，这类案件主要发生在
交通不便、距离县城较远的村子，骗
子利用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常年独
居、与子女缺乏沟通、精神上十分空
虚等弱点实施诈骗。

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大多子女不
在身边，骗子就大打“感情牌”，让老人
们的防线被轻易攻破并放下警惕；同
时，农村相对城市来说，信息传递存
在滞后性，老人的辨别能力比较弱，
又缺乏科学知识，更容易上当受骗。

笔者建议，子女要给予老人们多
一点关爱，多一点陪伴，多给他们科
普一些诈骗套路，提醒老人不要轻信
可以免费领礼品、不占小便宜。另
外，村干部也要教育农村老人不要轻
易相信江湖骗子，发现问题要及时给
老人的子女沟通反馈，共同揭穿骗
子的伎俩。6 （秦风明）

来函照登

农村居家养老“小食堂”可借鉴

警惕骗子“下沉”偏僻乡村

观赏天鹅，别让宠物狗凑热闹啦！

11月 21日，在三门峡黄河湿地白天鹅观赏区，游客带着自己的宠物狗观赏白天鹅。目前，三门峡黄河湿
地白天鹅进入观赏旺季，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偶尔看到一些游客携带宠物狗近距离观赏，稍不留神就
会对白天鹅造成惊吓。希望游客文明观赏，共同为白天鹅营造一个安静良好的越冬环境。6 孙猛 摄

笔者在某县负责 12345 县长热线受理办理
业务，经常接到反映医院周边拥堵影响救护车出
入的投诉。我县的人民医院地处县城东关闹市
区，周边居民、商户很多，门口东西方向的道路狭
窄，平时来往医院看病的人和车辆较多，致使唯
一出口的“生命通道”时常交通堵塞，影响救护车
顺利出入。为此，近年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
次呼吁，救护车司机、病人亲属和附近居民群众
多次投诉，但收效甚微，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缓解。

医院门口（或周边）的急救通道是及时实施人
道救治的“生命通道”，任何人占用急救通道都是
对生命的不尊重。但是，由于一些群众法律和安
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堵塞救
护车“生命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因此影响病人
及时救援，甚至因为误时造成病人死亡的情况时
有发生。

笔者认为，许多城市医院门口存在的“生命通
道”不畅通的共性问题，当引起各地高度重视和加
强保障。6 （李现理 门家才）

日前，有朋自远方来，为尽地主之谊，笔者在
本镇街道上一个生意最好的饭店定了包间。点好
菜不到 2分钟，饭店老板徐先生拿着菜单找上楼
来，询问我们有多少人用餐。当得知人不多时，老
板笑着说：“你菜点得太多了，根本吃不完，应该把
火锅减去两个。”结果，按照他的建议，我们吃得既
省又好，一点不失体面。

徐老板把到手的钱往外推，看起来似乎有点
“傻气”。但徐先生不图一己之利，为顾客减去两
个多余的火锅，却弘扬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一
桌菜减少百儿八十元进账，却收获了弥足珍贵的
社会声誉。不难看出，人们争相到此就餐，绝不只
是冲着店里的环境和那几道诱人的招牌菜，更因
为徐先生心里拥有比金子贵重的豁达和善良。

眼下，各地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指示精神，如果所有的
餐饮业经营者都能像徐先生那样，把节俭二字牢
记心头，赚钱不损公德公利，做到引导点餐、按人
供餐，餐饮浪费现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社会文明也会向前迈进一大步。6 （马晓冲）

医院“生命通道”应畅通

近日，贵版刊发了一篇记者调
查《漂亮的文化广场，为何冷冷清
清？》，对此，笔者颇有感触：文化广
场建得漂亮是好事，如果不能管理
好、利用好，这里面政府的投资、社
会力量的捐助，还有群众的付出都
成了一种浪费。

有些文化广场之所以冷清，一
方面是配套设施不全，像公厕、垃圾
桶这些基本的设备都没有，再加上
没人管理，难免长期闲置甚至受损；
另一方面是基层缺少文化活动，或
举办的文化文艺活动不符合群众品
位，群众没有兴趣，不愿参与，导致

“观众没有演员多”。
解决以上问题，基层组织要通过

建章立制明确广场管理主体，明确每
个功能区的责任人及职责，明确广场
文化设施的维护、更新以及卫生清理
等工作要求，明确毁坏广场设施、破
坏广场卫生等处罚措施。在组织文
化活动中，要多问问群众，了解清楚
群众的文化需求，做到群众需要什么
就配置什么。只有与群众文化需求
精准对接，群众才愿意到广场参加活
动、观看演出，也只有这样，文化广场
这个好事才能真正办好，办到群众的
心坎上。6 （魏晓琳）

编读往来

文化广场建好更要用好

晚高峰时，农业路与东明路路口混乱的交通状况。6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税务人员，我没想
到自己会突然低血糖，如果不是她们细心
照顾，我当时可能就晕倒了，她们给我的感
觉真的就像是亲人一样！”纳税人刘女士对
税务人员的暖心服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刘女士在获嘉县办税服务厅办
理业务时，突然感到头晕乏力，眼看就要晕
倒。窗口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刻起身将
她扶住，随后扶着她缓缓坐在凳子上休息。
工作人员通过观察和询问了解到刘女士头
晕是低血糖引起的，于是将自己携带的糖果
拿给了刘女士，经过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
刘女士没过多久便恢复过来，对纳税服务厅
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真心地感谢。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纳税人、缴费人为
中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促进纳税服
务提质升级，以优质服务收获纳税人发自
内心的点赞。”获嘉县税务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 （黄金涛 王艾君）

细微之处见真情
优质服务暖人心

“还记得两年前为了缴社保
费，早晨七点钟就得过去排队，当
时寒冷的天气现在都还记得，现在
缴社保费是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78岁的李老汉，坐在家里手拿着
身份证，用手机缴纳医疗保险费，
脸上乐开了花。

听说医保费开始征收了，李
老汉夜里睡不着，琢磨着：现在政
策好了，自己年纪大了，难免有个
头疼脑热的，还有这个老冠心病
根……这医保一定得缴。天不亮
就准备起床去办税服务厅排队，出
门前他找到了新蔡县税务局扶贫
队员王建伟，寻思着让小伙子带着
他去。得知老人要去缴医疗保险
费时王建伟说：“爷爷，咱不用赶着

去排队，您坐在这儿，我用手机就
可以帮您缴上。”

据了解，为方便缴费人缴费，
新蔡县税务局积极拓展社会保险
缴费渠道，形成了“微信”“支付宝”
等自助缴费、银行代收、村（社区）
集中代收、办税服务厅兜底的多元
化缴费服务体系。城乡居民无论
是“线上”还是“线下”均可根据自
己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缴费渠
道。

在王建伟的帮助下，李老汉的
医保费很快便缴费成功了。李老
汉拉着王建伟的手连声说：“真好，
足不出户，就可以缴医保费，这就
是你常说的美好生活哩！”

（耿艳丽 韩絮）

新蔡县税务局

搭建“连心桥”为民解困“网上办”
“您是否有来自税务部门服务和

管理方面的困扰？咱们企业在生产经
营、办税缴费中最需要我们税务局做
什么？您认为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
改进？”这是鹿邑县税务局“政策直达
快享、助企纾困解难”调研走访小组近
日来与企业负责人座谈时常用的开场
白。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激
发市场活力，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直接惠企利民，自 10月中旬起，该局
党委班子成员带队、相关股室和分局
负责人组成9个调研小组，以“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66户重点税源企业开展
为期20天的大走访活动，通过举办一
次政策宣讲、发放调查问卷、开展一次
走听访察、撰写一篇调研报告、整改一
批突出问题，认真倾听纳税人心声，及
时回应涉税涉费关切。

每到一处，调研小组与企业相关
负责人座谈了解 2020年税费优惠政

策的落实情况，并到生产经营场所深
入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宣讲支持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
策以及去年年中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
政策，结合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收集
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税收执法、纳税服
务的需求。对于企业存在的涉税涉费
疑难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并对企业目
前存在的涉税困难及风险，从税收法
律法规角度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省人大代表、河南护理佳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夏双印表示:“税务部门
的来访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不仅更
加清晰地梳理了我们适用的税费优惠
政策，而且还将个性化的辅导、科学的
建议送上门，对于这种精准直达的辅
导和帮助我们诚挚欢迎，这次走访调
研活动增进了税企互信，企业将与税
务部门共同发力，为鹿邑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在走访鹿邑县东方星辰草制品有

限公司时，了解到企业受疫情冲击影
响程度较大，调研组现场为企业解除
了企业所得税扣除凭证等疑惑，并送
去了涉农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汇编。该
公司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小规模纳
税人税收优惠政策着实让企业感受到
压力减轻了不少，不管是税源主管分
局还是服务大厅的办税人员，都为我
们解决了很多政策上的疑惑，税务部
门的服务很到位，我们很满意。”

“经过这次大走访，我们问计问需
纳税人，增强税收征纳互动的同时，又
帮助我们查找自身在服务和管理中的
短板弱项，走出了真情，访出了实效。”
该局党委书记、局长葛振华表示，在后
疫情时代鹿邑县税务部门将继续发挥
税收职能作用，精准对接企业涉税诉
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
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努力营
造让纳税人满意的税收营商环境。

（王鸿桢 任东平）

鹿邑县税务局：开展调研走访 力促政策直达快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