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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之四

百姓故事

解开“疙瘩”，一通百通

乡村防汛“梗阻”在哪儿

记者调查

家政服务呈现新需求
从业人员缺口待填补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谢辛凌

“尽管道路硬化了，由于没修排水设
施，个别农户为了建房、多种耕地，填平
了排水沟渠，蓄水的坑塘也被填平了，村
庄的排洪能力大大降低……”

雨季来临，防汛又成了广大农民朋
友关心的事儿。乡村地区在防汛上存在
哪些短板、堵点？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查。

雨水该往哪里排

“这些年来，许多村内道路和田间道
路都硬化了，可是由于许多村民把房基
修高，又没有预留排水设施，一遇到雨
天，各家雨水都排到了路上，路上经常积
水。现在是不走泥泞路了，但很多时候
要蹚着水走。车辆经过时，不小心还会
溅人一身泥水。”郏县一位读者告诉记
者。

永城市蒋口镇前板桥村一位张姓村
民也告诉记者，因为各家在盖房时都垫
高地基，且没有预留下水道，一下雨村内
就积水。提起前年那场大雨，这名村民
心有余悸：“那场雨下得猛，我们这一片
都是水汪汪的，连屋里都进了水，通往南
边大路上的积水有半米深，一天一夜才
下去，人出不去、进不来。建议村里在规
划宅基地时，统一规划好下水管道、排水
沟渠。”

“按理说，水泥路修到了门口，是件
高兴的事。雨天出进再不用走泥泞路
了。但村里修了水泥路后，许多居住在
小街巷里的村民感觉出门更难了，巷道
内大量雨水没有出路，流不出去。原因
是经过巷道口的水泥路，比巷道内的路
面高，把巷道的出水口堵死了，雨水只好
滞留在巷道内。”原阳县齐街镇南黑石村
一黄姓村民说。

下雨天，记者刚好经过该村。看到
一条宽阔的硬化水泥路贯穿该村南北，
然而连接这条南北大路的东西方向的许
多小街小巷，并没有硬化，还是土路，积
满雨水。

“主要是前些年施工修路时，没有把
巷道内的排水问题充分考虑进去，现在
这些问题成了村庄防汛的软肋。不只是
我们村，许多没有修建排水系统的村庄，
遇到阴雨天，房前屋后的小巷都成了沼
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雨水有啥问题，
问题是忽视了雨水的去处。”该村一杜姓
村民补充说。

渠系不畅隐患多

许多村庄修的柏油路或水泥路，两
边都没有修建下水道或者排水沟，一到
雨天，雨水都积到了路面上，加之沿路农

户的雨水也往路上排，时间一长，尤其是
冬季，路面上冻，就会造成道路龟裂，再
加上重车碾轧，路面就逐渐一片一片烂
掉了，然后很快变得坑坑洼洼，难以通
行。

焦作市中站区一潘姓村民说，在焦
作市北部，有条老城区通往中站区的公
路，叫太行西路，这段路路两边，分别是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事处的上白作村、
马涧村、春林村、田涧村，中站区许衡街
道办事处的李封三村。

由于没有修排水的下水道、排水
沟。冬天冰雪融化，雪水时常侵蚀道路；
春、夏、秋下雨，雨水顺道路冲刷，路被冲
得坑坑洼洼。造成这条路每两三年就要
进行修补。修修补补，既劳民伤财，又不
能长期维持道路的正常使用，也给道路
安全和防汛留下了隐患！

固始县不少村民反映，许多大小渠
道好多年都没有清淤了，加之被人为破
坏，一遇到暴雨，由于渠道排水不畅，公
路、农田、绿树被淹的事时常发生，或者
天气干旱时，造成水库有水也难以流到
田头的局面。

该县徐集乡沈岗村新楼村民丁昌化
说，眼看插秧季节到了，由于渠系不通，
无水插秧，他只好自掏腰包近万元，将本

组一条长800多米长的渠道用挖掘机疏
通，和潘家沟河滚水坝衔接，才保证了本
组和沿途群众插秧用水。

但更多群众担心的是，一说有大雨
或者强降雨要来，生怕村庄沦为“孤岛”，
低洼的田地沦为“滞洪区”，眼睁睁地看
着农田里快要到手的丰收果实，遭到洪
水的洗劫。

建管并举解民忧

6月 10日，沈丘县周营镇孔营村一
处刚收完小麦的地里，两台自走式喷灌
机缓缓旋转，水花四溅。当地村民在忙
着抗旱，适时播种玉米、花生、大豆等作
物。

“今年我种了600亩小麦，平均亩产
640 公斤。由于沟河干渠年年清淤疏
浚，水流通畅，机电喷灌，俺这儿旱涝保
收。”种粮大户王守书一边喷灌田地，一
边笑意满满地说。

“小麦获丰收，得益于水利设施建
得好、管得好。”正在浇地的种粮大户卢
前行说，“以前雨天满地水，旱天咧着
嘴。现在一插卡水就哗哗流，还节约不
少水。”

今年 40 多岁的卢前行，承包 300

多亩地。他说：“过去，沟渠不通，农田
少井，因而雨天怕水淹，旱天盼雨水。
前年，县里把这里规划成高标准农田，
健全了农业基础设施，旱能浇，涝能
排。”

沈丘县农业农村局工程师刘军涛
介绍说，必须因地制宜，搞好规划设计，
管护好农村防汛抗旱设施。引导广大
农民破除“致富重要、防汛次要”的麻痹
意识，树立“防灾、减灾、抗灾”的观念。
禁止填坑、填渠盖房。对农村街道硬
化、未预留排水设施的，应逐渐补上排
水设施。

三分建，七分管。近几年来，沈丘县
对水利防汛设施，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
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
统一建档登记，实现了抗旱能力、防汛能
力、农机作业能力、粮经生产能力“四力”
提升的目标。

刘军涛补充说：“按照谁建设，谁负
责，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我们制定了
水利工程、防汛工程管理办法，把管护
措施明确到村，责任到人，落实到地
块。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村级专职管护
队伍，实行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管
理，确保水利工程、防汛工程长久发挥
效益。”7

6月 13日，笔者在郑州市七里河安徐庄附近河段看到，橡
胶大坝下面有一块河水较浅的水域，不少家长带孩子在水中
戏水纳凉，甚至还有儿童涉水往返于河的两岸。两岸河堤上
都写有“水深危险，禁止下河”等警示标语，西岸护栏上还悬挂
着一个手持扩音机，反复播放着警示语音。据管理人员说，这
块水域虽然比较浅，但与深水区相连，非常危险，为了安全，
希望儿童和家长切勿河中戏水。7 刘卫民 摄

◀沈丘县一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
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7

▼兰考县许河乡部分村庄道路由于
没有预设下水道，路面积水，毁坏严
重。7

韩春光 摄

□本报记者 孙静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获悉，该协会入户调
查显示，郑州市辖区常住居民中超 50%的家庭有家政服务刚
性需求，目前全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 21.3万人，有巨大的人员
缺口。

郑州居民姚丽最近预约了一位专业收纳师上门，“两个小时
花了 300元，被孩子们弄得一团糟的家终于变得整洁了。”她告
诉记者，从去年6月份添了二孩开始，她基本每个月都会请收纳
和保洁上门服务一次。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及人口的老龄
化，家政服务已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刚需，并朝着多元化、个
性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目前，传统的劳务型家政如保洁、
清洗、养老育幼等已被深度细分，适应高品质消费需求的产
康、育婴、家教、收纳、理财、管家等知识技能型高端家政服务
也在快速发展。

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郑州市拥有家
政企业3109家，年营业收入达45亿元；自2016年以来，郑州市
家政服务业市场主体数量年均增长达12.4%。

信用意识明显增强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化、品牌化、连锁化、
信息化发展。通过资金和政策扶持，目前我省已培育、认定 30
家重点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带动全行业整体水平快速提升，成为
惠民生、扩消费、增就业的着力点。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是家政服务的一项重要需求。推动
服务人员信用透明可查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突破口。去年 7
月，商务部推出了“家政信用查”手机应用程序，归集各地家政
服务企业和人员信用信息，让服务人员的社会信用、健康状
况、技能特长等“一键可查”。我省目前已录入 19万名从业人
员信息。

郑州市自主研发上线了家政服务业综合信息平台，实现服
务人员“一人一卡（服务卡）一码（二维码）”管理和持证上岗，极
大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可信度和消费的安全性。

人才缺口亟待填补

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王瑜介绍，家政从业人员流
动性较大，以郑州市为例，目前 85%以上家政服务人员来自农
村转移劳动力或城市下岗人员，虽然高学历、高技能的年轻从
业人员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总体来说这两类人才存在巨大缺
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郑州市辖区（含航空港区）
常住人口已达 765.5万人，约 267万户，随着生育政策的优化和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一老一小”的家政服务需求越发凸显。
养老、孕婴护理、幼儿看护等专业性较强的家政服务人员更为紧
俏。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省积极组织家政企业与县、乡、村精准
对接，建立家政用工中心，畅通用工渠道，并通过持续免费培训
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同时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我省目前已
有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和郑州师范学院两所院校成功获批家政学
本科专业，家政人才培养渠道有望进一步拓宽。7

买房遇到糟心事

来函照登

我叫胡勤旺，是新县一名农民，因为买房遭遇开发商不作
为，致使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今特向贵报求助。

2018年 3月 6日，我与新县卫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由其开发的位于新县新集旺城金
凤村 4号楼 3单元 601室商品房一套。合同签订后，我按合同
约定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并办理了房屋按揭贷款手续。

房屋交付后，我于2019年 3月 13日开始申请装修，并按要
求向该公司缴纳水电初装费 8000元、住房维修基金 3750元和
装修保证金 5000元，共计 16750元。同时，双方约定装修保证
金5000元在买受人装修完工验收后可退。但时至今日，装修已
于2020年完工，保证金一直未能退回。

同时，房屋交付后，我发现商品房顶层屋面有大量瓦片破
损，如遇雨天，房屋南北两面有严重渗水情况。同时，墙面起皮、
发霉，导致我所购买的房屋不能正常居住使用。我要求新县卫
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立即退还购房人装修保证金 5000
元，并对购房人房屋屋顶的破损瓦片进行更换和修复。同时，尽
快为我办理产权登记手续。7

（汤传稷 整理）

6月 12日一大早，汝南县常兴镇小兵
建材老板雷腾燕驾驶装好礼品的卡车，驶
向她一直牵挂的地方——常兴镇中心敬老
院，看望生活在那里的60多名五保老人。

“叔叔、阿姨们好！”一进敬老院，雷腾
燕就面带微笑，热情地问候老人。

“俺猜你今儿个保准会来，说着说着
就见到面了！”82岁的五保老人李凤拉着
雷腾燕的手，乐呵呵地说，“小雷就是俺的
亲闺女，每年都要来看俺好几次。”

雷腾燕是汝南县第二届道德模范，从

事建材生意多年，对五保老人有着特殊的
感情。自 2010年起，每年的端午节、中秋
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她都要带着礼品，来
到敬老院看望老人们，与老人们唠唠嗑、
说些知心话儿，了解老人们的所思所想所
盼，尽自己所能，帮助老人们解决一些现
实问题。2018年春节前，雷腾燕得知老人
们缺乏换洗的棉衣，便与爱人一起驱车
400多公里，到鹤壁市为老人们购买了 3
万多元的棉衣。

尊敬老人不光在节日，平常只要有空

闲，雷腾燕就会为老人们送些爱心礼品。
每年的暑天，雷腾燕隔三差五地把西瓜、香
蕉等水果送给老人们；冬天，她会为老人们
送些棉衣棉被等御寒物品。就连烤红薯、
毛蛋、粽子之类的零食也经常给老人们买。

为便于联系，雷腾燕将自己的手机号
码写在敬老院的墙上，叮嘱老人们有事联
系她。今年 5月的一天，雷腾燕接到五保
老人王道打来的电话，说想老家的人了。
因为自己年龄大，老家路远，想让雷腾燕
开车送他回去看看。雷腾燕二话没说，驱

车 30多公里，将王道送往老家西王庄村。
下午又开车将他接回敬老院，感动得王道
连声道谢。

在常兴镇中心敬老院，雷腾燕把老人
们当亲人，老人们视雷腾燕为亲闺女，几
天不见都特别想念，大家为有这样的爱心
企业家感到自豪。而雷腾燕也在为五保
老人服务中收获着幸福和快乐。

“关爱老人是企业家应尽的义务和责
任，我会一直做下去。”雷腾燕说。5

（杨明华）

现场直击

河中戏水不安全

□汤传稷

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期间，众多职能单位进一步畅通渠道，

倾听民声，解决了不少积案，群众对此拍

手称快。

众所周知，现在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

是很多的。例如，群众在生活中遇到各种

各样的事情，经常第一时间就是拨打 110

电话，公安机关也坚持有警必接，积极为

群众排忧解难。

除了公安机关外，其他职能部门如环

境保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城市管理

等，也都开通有各自的热线电话，受理群

众的投诉和求助。各地政府还开通了市

长热线或县长热线，各地信访部门也保证

正常接待上访群众。

国务院还明确要求，今年年底前，各

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

号码服务，统一为“12345”，提供“7×24 小

时”全天候人工服务，确保企业和群众反

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

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

更 准 、办 得 更 实 ，打 造 政 务 服 务“ 总 客

服”。

再加上网上办公系统、网上投诉举报

渠道的开通，如今，再说群众反映问题的

渠道不畅通，似乎讲不通了。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会出现一些久拖

不决的积案呢？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经常接待上访群

众，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笔者曾问他们：为

何不到当地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问题呢？

而一部分群众的回答则出人意料：“不是

我们非要舍近求远不可，而是问题转了一

圈儿，又被踢回原地了。”

来自豫南某县的一名村民，其遭遇就

很有代表性。这名村民反映该村村干部

侵占集体土地并损害群众利益，又在村级

选举中弄虚作假。由于反映的问题迟迟

得不到解决，他就一级级上访反映，结果

一级级的解决办法总是：批转回原地，由

当地基层政府解决。可事实上，由于个别

乡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类问

题还真不好解决。

这名村民的遭遇并非个例。从表面上

看，他的诉求渠道也是畅通的，但从最终的

结果看：渠道是渠道，“疙瘩”依然是“疙瘩”。

出现这种现象，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解决问题才是群众的诉求所在，一切

的流程和步骤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一切渠道都是为解开“疙瘩”服务的，“疙

瘩”解开了，就一通百通了。所以，我们的

各级职能部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解

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上面，切忌让反映问题

的流程变成形式主义。

此前不久，我省召开全省治理重复信

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会议，会议传

递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就是，要解决真问

题，要真解决问题。有了这样的决心，我

们有理由相信，过去那种来回转圈儿的

重复信访现象将越来越少。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才能让群众满

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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