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铲除黑恶势力的行动不会终
止，必须坚持严打、严判，既要
‘打伞破网’也要‘打财断血’，
既要一查到底也要一查到
‘顶’。

●● ●● ●●

□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

为大”。这是一份流传已久的山西黑道大哥排

行榜。其中的“小四毛”任爱军尤为心狠手辣。

据报道，1972年出生的任爱军，是山西黑

道赫赫有名的人物。别看此人面相儒雅、文质

彬彬，实则手段残忍、劣迹斑斑。20多年间，他

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他

在狱中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享受

“帝王”般待遇，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一次，任爱军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

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逼得王某自焚重

伤。然而，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恶棍，当时负责

管理涉事监狱的有关部门不仅没有纠正其行

为，反而想方设法先后7次为其争取减刑，而且

每次都是顶格减刑。

出狱那天，任爱军更是志得意满、风光无

限。在释放他之前，监狱为避免迎接者太多引

发社会关注，特意把出狱时间定在凌晨3点多。

不承想，天未黑，监狱门口就聚满了人，豪车组

队迎接，鞭炮齐鸣，竟然炸出了一条红毯路。

坐牢如住宾馆，出狱场面极其高调，有人

感叹：这剧情远比电影电视剧更魔幻。但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2018年国家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后，“小四毛”黑社会组织再次被打掉，

并牵出93名“保护伞”，山西省监狱系统的领导

干部为此“倒下一片”。

案件虽告一段落，藏在人们心中的疑问远

未打消。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大批黑恶势力人员将被判刑投监，但重拳之下

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从“死里逃生”的孙小果，到“7 次违规减

刑”的“小四毛”，再到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

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不难发现，其共同

特点都是司法“最后一公里”的收监环节出了

问题。相比公安部门侦办、法院审判等环节面

临层层监督，执行环节处在“高墙之内”，是隐

秘的角落，缺少社会和被害者的监督，一旦程

序监督失灵，执法人员“放水”，枉法现象将难

以避免，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东山

再起”。

监狱是完成正义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公检

法一系列工作成果的兑现地。如果这里出了

漏洞，不仅会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会让

正义的天平出现倾斜，对司法公信力是极大

的破坏。从事犯罪活动的不法之徒，无疑是

对社会安全的巨大威胁，但那些手握公权的

执法人员，如若被黑恶势力收买，充当其“保

护伞”，更加贻害无穷。铲除黑恶势力的行动

不会终止，必须坚持严打、严判，既要“打伞破

网”也要“打财断血”，既要一查到底也要一查

到“顶”。

当离奇的案件被一一纠偏，重回正义轨

道，除了重拳出击外，更应反思的是：如何让减

刑、假释、出狱等“后司法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如何引入更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近年来，我

国法院系统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

平台，开通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信息网，健全典型案例定期公布、职务犯罪“减

假暂”备案审查等制度。有了阳光的照射，“高

墙之内”将不再是隐秘的角落。9

豫论场 众议

锐评

□何勇海

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小华被一所普通

高中录取。然而，开学几个月来，他并没有到

学校上学，而是去了一家校外培训机构，在那

里上课、住宿。国家多次发文规范治理校外

培训机构，但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近

年 来 开 发 了 新 业 务 ——“ 全 日 制 ”初 高 中 教

学。这些机构租赁公寓楼或职业院校场地，

以“公立校名师任教”“军事化管理”为招生噱

头，收取高额学费。（见 11月 27日《新华每日
电讯》）

校外培训机构办“全日制”学校，显然是违

规的。去年 4 月教育部印发《禁止妨碍义务教

育实施的若干规定》，强调校外培训机构不得

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

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教育。至于校外培训

机构办“全日制”高中教学，尽管没有法律法规

明确禁止，但是，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强调，校外培训

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

相冲突。

从性质或功能定位上说，校外培训机构

是学校教育的补充，用来满足中小学生的选

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

素质，并不能完全代替学校教育与教学。更

何况，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资质、师资配置、

场地设施等，都不具备招收全日制中小学生

的条件。

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全日制”学校，必

须坚决取缔。一方面，它们势必与正规学校抢

生源，给正规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秩序造成

破坏。另一方面，培训机构的“全日制”学校收

费一年数万，增加家长经济负担，且高额学费

并不能换来孩子的“逆袭”。这类“微型学校”

只开设中高考相关课程，学生没有多彩的校园

生活，不利于身心健康成长。

取缔或许容易，但培训机构往往会“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因此，打击培训机构违规办

“全日制”学校，一方面，应严肃追究培训机构

责任，将其列入黑名单，纳入相关信息共享平

台，实施联合惩戒。另一方面，应在正规学校

宣传就读违规“微型学校”的危害，摸清脱离正

规学校、就读违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情况，

做好劝返，并落实家长责任，特别是要让家长

保证不再让孩子脱离义务教育。教育部门更

应加大治理“空挂学籍、人籍分离”问题，掐断

学生“脱产”就读培训机构的路径。9

近日，由 1200元坐地涨到 18000元的“天价搬家费”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据
《成都商报》报道，“搬家市场”的乱象不止于此：原本商量好的搬家价格，从 260元
涨至 5000元，搬家公司员工微信骚扰女顾客，有客户被不满投诉的搬家员工“踹
了一脚”。9 图/王铎

11月 29日，山东枣庄市中区建华西路上，洒水车洒

水致路面结冰，经过的市民连人带车一起摔倒。有目击

者表示，自己看到十余人滑倒，要是有机动车经过，将十

分危险。30 日，枣庄市中区市容环卫服务中心通报致

歉。（见11月30日《北京日报》）
“洒水结冰”并非只发生在枣庄。当前，很多地区温

度都降至 0℃以下，但洒水车仍然每天在马路上洒水，有

水就容易结冰，导致市民滑倒、交通事故频发。根据城市

道路环卫机械化作业质量标准，气温低于 5℃时，对于桥

面、隧道等路面就不进行洒水作业；气温低于 2℃时，道

路路面就不进行洒水作业。

枣庄当天气温已低于规定，那么为何还要进行洒水

作业？说到底，是懒政思维作祟。其一，只要洒了水，就

被认为有利于降尘，却不去想一想，一旦结冰，则后果不

堪设想。其二，冬季洒水作业，尤其要精细化管理。根据

相关规定，气温的测定通常距地表 1.5米左右，而地表温

度往往与气温相差 2℃～3℃。在气温达到 0℃之前，地

表温度就已经降至冰点。要做到科学洒水，必须把握好

气温变化规律。

杜绝洒水结冰，除了改进管理，还要启动问责，让相

关责任人切实为相撞、摔倒等严重后果埋单，为群众营造

安全出行良好环境。3 (钱夙伟)

“洒水结冰”源于懒政“高墙之内”不能有隐秘角落

坚决取缔培训机构违规办学

据新华社调查，网络上心理健康咨询、亲密关系修

复、陪伴倾诉倾听等成为商机，但服务质量却存在不少问

题：一些平台上有偿心理咨询、诊治从业者没有资质，一

些平台打着陪伴倾听、哄睡叫醒等幌子提供“擦边球”服

务，还有些平台上相关服务纯属坑钱套路，毫无效果甚至

有害，消费者维权困难。（见11月30日《经济参考报》）
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人际、家庭、婚恋等各种矛盾不

断增多，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备受社会关注。网络心理

健康服务逐渐成为新商机，各种涉及网络心理健康的服

务项目也应运而生。心理健康服务虽然属于广义上的

治疗行为，一些倾听服务和心理缓解咨询活动等也非医

疗行为，但是从业者也应当拥有相关资质，而不是什么

人都可以来冒充心理咨询师，从中谋取不义之财。不少

医学专家建议，应对从业人员实行后台实名制。网络平

台应当把好入门关，不能任由虚假宣传横行。对打着心

理健康幌子的“软色情”信息，网络平台要承担起监管、

清理义务，绝不能为了追求流量或短期效益对这些问题

“视而不见”。

网络心理健康服务不是法外之地。针对网络心理

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监管规

范，加大行业治理力度。心理咨询者也要擦亮眼睛，选

择正规医疗机构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不要被网络机构

忽悠。9 （唐卫毅）

网络心理健康服务须规范

画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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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扶贫动力足 照亮乡村致富路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高质量完成电网助推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特色帮扶
托起农村致富梦

“我们这里养的中华白玉蜗牛最大
能长到拳头这么大，从开始孵化到长成
大概需要半年，这大棚里温度湿度都需
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咱电力保障可是
离不开啊！”今年 10月，在中牟县狼城
岗镇北堤村的蜗牛养殖基地，技术员苏
卫斌边忙着手里的活边说。

8000多平方米的养殖棚内，温暖
如春。一个个白嫩嫩、肉乎乎的蜗牛有
的趴在网上，有的在搭建的石棉瓦下酣
睡，十分可爱。“昨天大连的加工厂刚拉
走6000斤成熟蜗牛，销路特别好，有多
少卖多少。”苏卫斌说。而供电公司人
员正为蜗牛基地开展例行供电服务。

在北堤村这个省级贫困村，蜗牛
养殖承载着村民发家致富的希望。“养
殖蜗牛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无污
染、易推广的项目，技术门槛也不算
高，非常适合无劳动力及不能外出务
工的贫困户发展这项产业。”北堤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向平说，“之前我们是庭
院式蜗牛养殖，现在提升到大棚养
殖。每个养殖房都需要配备大功率空
调，每天 24小时工作，全年不停；此外
还要用到排风扇，保证室内通风，这些
都离不开充足电力保障呀。”

为让群众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用上
舒心电、放心电，郑州供电公司积极对
接扶贫项目，开展特色帮扶，蜗牛养殖
基地就是其中一项。“我们一定根据需
求及早谋划后续服务工作，做好供电保
障，让这些帮村里致富的蜗牛用上可靠
电，为蜗牛宝宝们打造安全舒适的家。”
现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如是表示。

据了解，郑州供电公司特色扶贫
最大的亮点是“规划”“细化”，从定方
案、建队伍、摸底子、抓项目、搞建设等
方面入手，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所辖 6
县市公司精准扶贫攻坚战役。编制贫
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规划，与郑州市
脱贫攻坚总体规划紧密衔接；明确电
网帮扶贫困村目标、项目和建设时序，
以精准扶贫规划引领电网项目投资。
合理设定贫困地区电网建设标准，强化
电网结构，优化设备选型，确保安全可

靠供电；严格贯彻设备全寿命周期理
念，主要供电设备容量、导线截面选型
做到“一步到位”，避免重复建设改造。
同时，根据贫困村的不同特点，构建到
村、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体系，深入贫
困村贫困群众，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制定
扶贫规划，做到项目规划到户、脱贫效
果到户，着力推进实施转移就业脱贫、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等方面措施，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对口帮扶
驻村完成脱贫摘帽

进入供暖季以来，气温逐步降
低。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里，驻村第
一书记郭振伟挨家挨户到几户贫困户
家里查看用电问题。

2015年，郭振伟受新密市供电公
司委派，来到拐峪村定点帮扶。在改
善饮水、用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同
时，他积极动员创业致富能手进村委，
提升党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协同
政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引进企业入驻承包土地，种植榨油牡
丹，发展乡村旅游，群众把土地流转出
去，还能在家门口的企业里务工；利用
阳光扶贫资金 18.6 万元，建设光伏扶
贫电站，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年人均
收入由 5000元提升至 130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由0元突破至8.6万元。他
还帮助村民在网上卖蜂蜜，联系单位
同事开展志愿活动。

除了郭振伟之外，郑州供电公司
围绕“党建引领、电力支撑、发展产业、
环境友好、群众满意”的思路，通过对
口帮扶、助学济弱、产业指导等活动开
展驻村结对帮扶工作。截至 2018 年
年底，该公司 6 个驻村工作队帮扶的
397户、1710人（除政府兜底的 3户 10
人外）全部脱贫摘帽。

这些驻村第一书记坚持“用真心
聆听百姓心声、用耐心服务百姓难处、
用细心为百姓办事”，忠于职守、担当
有为，为全面决胜脱贫攻坚作出电力
人的贡献。他们争取各类帮扶资金近
200万元，整修村内道路，修缮路灯设
施，改善饮水安全，建立文体广场，提
升百姓生活环境；积极对接产业项目，
因地制宜引进杭白菊、优质小米、花
椒、樱桃、葡萄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并
对接连锁商场和国网电商平台解决后
续销售问题；定期组织贫困户健康体
检和医护人员到村义诊等。

农网升级
脱贫有了可靠电

贫困村“通动力电率100%”“户户
通电率 100%”，2017年提前完成电力

脱贫电网升级改造任务，县域整体户
均配变容量由 1.8 千伏安提升至 3.13
千伏安……11 月 27 日郑州市政府新
闻发布办公室召开的“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之电网升级扶贫
和定点扶贫新闻发布会上，郑州供电
公司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据介绍，该公司高度重视电力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专门成立脱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任
组长，根据工作内容，分设电网改造升
级、低收入家庭用电补贴、光伏扶贫配
套、定点精准扶贫4个脱贫攻坚工作小
组。紧密围绕郑州市脱贫工作总体目
标，以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大投资为契
机，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
工作；提高群众用电满意度；扛牢驻村
结对帮扶责任，落实光伏扶贫补贴、易
地搬迁配套工程实施、低收入家庭优
惠用电和消费扶贫政策；全面提升贫
困地区的供电能力、供电质量和优质
服务水平。

数字见证拼搏，成效印证初心。
郑州供电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通
过农网升级改造，服务城镇转移就业
脱贫。“十三五”期间，该公司共投入60
亿元对县域电网进行改造升级，实现
181个贫困村和 109个低收入村全部
通动力电，满足 38453 户贫困户生产
生活用电需求。仅 2020年，新建改造
10千伏线路960.485千米、400伏线路
1428.6千米，新建改造配变 248台、容
量 92.21兆伏安；包括行政村电网改造
升级、高标准农田配套、机井通电等民
生项目，及时解决低电压、频繁停电问
题，进一步优化县域电网网架结构，提
升农村电气化用电水平和郑州农村电
网可靠性。同时，对于渔业养殖、农家
乐、生态旅游等脱贫攻坚项目，开辟办
电绿色通道，真正让老百姓取得实惠。

“我们采取‘整村推进’模式，一次
建设到位，解决县域农村用电‘卡脖
子’‘低电压’等问题，全面提高贫困地
区供电质量和可靠性水平。”郑州供电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同时，全面提升城
镇、产业集聚区等对新型城镇化和新
型工业化发展以及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的承接保障能力，满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用电需要。

据悉，郑州供电公司将认真谋划
“十四五”电网规划，做细做实电网升
级助推乡村振兴工作，为“三农”发展
提供充足电力保障；持续加强贫困地
区电网监测，密切跟踪贫困地区生产
生活和产业发展用电需求，对不满足
新增用电需求的，及时补强提升电网；
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全过程服务
扶贫产业用电需求，做好易地搬迁人
口入住后的供电服务，持续落实光伏
扶贫和低保五保户电费减免等扶贫政
策；持续提升农村电网可靠性，及时了
解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等
特色产业用电需求，优先安排贫困地
区电网改造升级投资计划，确保产业
扶贫配套供电服务到位。

电网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基础设
施。郑州供电公司将坚决落实市委市
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电
力扶贫政策，坚持“四个不摘”要求，严
格工作标准，细化帮扶措施，做到力度
不减，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实现真脱贫、稳脱贫、不返贫。通过准
确的扶贫方向、坚实的扶贫基础、多样
的扶贫方法，发挥企业专业特长，真正
让贫困群众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11月 30日，在中牟县狼

城岗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及

易地扶贫安置点东西狼社区

5号院，走进居民王强的家，

顿时感觉到一阵暖意，客厅里

的空调正安静地吹出一股股

暖风。

“我们从黄河滩区搬到新

建社区，今年用上了‘电采

暖’，生活美得很哩。”王强说，

刚搬过来时，很多人不会缴电

费，供电公司员工经常来到社

区检查供电设施是否安全，还

帮助居民下载“网上国网”

App，教大家学习如何网上缴

费、领红包。据悉，为确保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项目顺利可

靠用电，国网郑州供电公司提

前谋划，高标准、严要求、多举

措完成电力设施配套任务。

针对已回迁居民，该公司积极

组织人员实行一对一“电保

姆”供电服务模式，定期上门

把脉用电安全，更换破旧导线

及有隐患的漏电保护器、插

座、刀闸等用电设备，并主动

向居民介绍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知识，切实解决用电难题。

这是郑州供电公司积极

统筹资源力量、服务脱贫攻坚

的一个缩影。该公司始终将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摆在电网发展首要位置，充分

发挥电网在支撑脱贫攻坚中

的先导作用和中央驻郑单位

在脱贫攻坚中的支柱作用，勇

于担当，主动作为，紧紧围绕

电网扶贫、定点扶贫两个重

点，高质量全面完成电网助推

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宋敏 王然 韩彦

郑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农网改造升级现场

郑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特色农
业项目现场开展供电服务

郑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到村民家
中了解用电情况

本文图片均由韩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