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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记者调查

扫码上顶端
@领导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为更好地帮助家长解决孩子入学问题，8月 1日起，顶端新闻推出
特别策划“小学入学有问题，上顶端@领导”。8月 1日至 5日，平台共
收到各类小学入学报名求助及咨询留言 150余条。经记者联系转办，
各辖区教育部门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与难题。

●房户不同区，房子无房本如何报名？

2022年郑州市小学入学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7日 8：00至 8月 8日
24：00。但8月 2日开始，就有不少家长开始咨询问题，“我的户口在金
水区工人新村，但在管城区紫辰路锦棠小区已经住了6年，房子只有购
房协议没有房本，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理入学？”

接到留言后，记者立即与管城回族区教育局取得联系。“根据家长
反映，孩子属于市区常住户口，报名时须提供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房屋
所有权证。”8月 2日当天，管城回族区教育局给出回复，家长无法提供
房产证的可提供购房协议、购房时的银行流水、收据、发票、水电燃气物
业费等清单证明房子所有权及长期居住的情况，于8月21日至22日到
辖区学校参加现场报名即可。

●房子拆迁租住在别的区怎么入学？

8月 3日，郑州市民霍先生向平台反映，“我家户口在惠济区，拆迁
安置房还未建好，现在租房居住在郑州市高新区，非外来户口办不了居
住证，怎么报名上学？”

接到留言后，记者立即与惠济区教育局取得联系。“根据市、区教育
局有关入学政策要求，按照适龄儿童入学随父母实际家庭住址的原则，
兼顾接送孩子上学问题，并结合拆迁协议安置方案和拆迁办文件来解
决。”惠济区教育局回复称，如果协议要求是原址安置，则原辖区适龄儿
童还在原辖区学校报到入学；如果拆迁属于货币补偿，则按照适龄儿童
随父母现在实际居住地到辖区学校报到入学；如果是异地安置，但安置
房没有交付使用居民没有办法入住，则可以选择到原辖区学校报到入
学，也可选择到安置房辖区学校报到入学。

●发布权威政策和操作指南，提供多样化服务

除了转办解决家长们的个性化问题，顶端新闻推出的小学入学特
别策划，通过专题的形式，及时汇总郑州市、区教育
部门的权威政策，并与郑好办密切合作，在报名前的
8月6日，及时发布线上报名详细版热点问答与视频
操作指南，在8月 7日线上报名第一天，发布高频问
题解答。为家长们提供多样化、便利化服务，助力小
学入学报名顺利进行。

截至8月7日中午，专题发布的权威政策和热点问
答，在顶端新闻平台上已获得17万人次阅读观看。8

“我想@领导”
助力小学报名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翁韬

日前，位于郑州市西四环某处的一家在建工地迎来了一次“常规”
的执法检查。令现场负责人孟经理“意外”的是，这次检查并不“普通”，
此前让人头疼的“今天你来查，明天他来查”的现象没有了，“这次检查
接待一次就行了，因为检查清单上的检查事项已经列得清清楚楚”，这
些可喜的变化让该负责人连称“简直太省心了”。而这正是郑州市城管
执法支队着力破解执法过频、执法扰民难题，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一次生动实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涉及多个行业部门，行政处罚事项逾千项，违
法行为高发、易发，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重复检查，既耽误了企业
复工复产的时机，也错配了执法资源”，该支队负责人表示，正是着眼于
破解执法扰民问题，他们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今年启动了“综合查一次”
执法方式创新。

据介绍，针对设定的建设工程执法场景，该支队规定，执法人员进
入工地现场后，应对照“八查八看”清单开展执法检查。清单上检查事
项一目了然、标准统一。结束后，主动告知现场负责人，可当场解答不
明白的问题，或者事后请驻队律师答疑解惑，逐步实现“一次检查、全面
体检、精准处置”的城市综合执法新目标。

据统计，2022年“综合查一次”工作开展以来，减少入企业、现场检
查超5000余次，缩减检查频次超20%。

为进一步减少执法频次，把对市场主体的影响降到最低，该支队负
责人介绍，他们规定了“非必要无需法定代表人亲自接待”和“一次告知”
原则。即没有极特殊情况无需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亲自接待，与当事人
的相关委托代理人员对接即可；发现涉嫌违法行为，需要进一步调取证
据材料的，应实施“一次性告知”、电子送达等方式，避免让当事人反复跑
腿提供。同时，还采取相关措施，确保综合查一次顺利推进。8

我是一名郑州市民，最近遭遇一起网上领话费骗局，说出来想提醒
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优惠信息。

平时，我每天都要用手机自带的vivo浏览器看新闻。在新闻页面
中，多次看到“尊敬的用户，您有100元话费待领取，马上领取吧！”的广
告，点击后显示：“恭喜获得新人福利 100元话费红包”的字样。8月 1
日，我因手机恰好要缴费，就选择了这个活动。我通过微信支付了29.9
元，经查，支付到商户成都智煜云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上，收款方为财付
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但我始终未收到中国移动的话费充值到账提醒。

意识到异常后，我仔细研究了这个带有欺诈性质的广告，发现了其
中的猫儿腻。同一个活动，同样的内容，收款公司却不断变换，有杭州
兑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盐城欢特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富方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水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季聘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沈阳鑫繁荣商贸有限公司、深圳映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数十
家网络公司。

为了探根求源，我拨打多家公司的客服电话，却打不进去。留言也
是一些平台的自动回复。随后，我在人民网上向公安部、工信部和市场
监管总局投诉举报。8月5日，我收到了29.9元的退款通知。这次经历
让我意识到，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上过当、吃过亏。在此，我想提醒
广大网民，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警惕这种充值送话费的骗局。同时，建
议公安、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手严查这类不法行为。8 （王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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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查一次”：一次上门 全面体检

小心网上领话费骗局

□本报记者 翁韬 文/图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
的民生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会涉及多
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如：属地政府、电力、
通信、供暖等行业和城市管理部门等。

“各出一盘菜，共办一桌席”。而现实中，
这些部门大多相互不隶属，协调起来难
度很大，“掉链子”“扯后腿”的现象也在
所难免。

如何科学统筹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的各方力量，把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
最终把惠民实事办好是一道值得探索
的难题。

新路上摞着“新补丁”

烈日炎炎，在平顶山市西苑小区，三
三两两的居民在社区小广场的树荫下纳
凉、健身，欢声笑语不断。

据资料显示，西苑小区建成于 1998
年，由于建设时间较长，基础设施老化严
重，人居环境脏乱差。2019年被列入平
顶山市首批老旧小区改造名单。2021
年初，主要的改造工程完工，这个老小区
换了新颜，实现了“逆生长”。

小区内，一排排的房子粉刷一新，健
身器械齐全，环境干净整洁，你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建成已经二十多年的老旧小
区。但是，走在小区新修的柏油路上，记
者发现沥青路面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
主体路面是深灰色的，可以看得出也是刚

铺设不久的沥青。而在很多道路的交叉
口处，路面上出现的宽四五十厘米长、几
十米的深灰色路面“补丁”清晰可见。

而在小区西侧的道路上，记者看到，
一处宽约五十厘米、长百十米的新铺设
的黑色沥青路面，像一块超长的黑色“创
口贴”贴在路面上，十分刺眼。

惠民为何成“扰民”

采访中，一位在小区居住了二十多
年的居民，指着路上的“补丁”告诉记者，

“前年年底刚修好的路面，去年上半年就
被挖掘机给破开，说是电网改造工程，刚
回填平整了没几个月。今年五月份，又

有施工队把路面给破开，说是要做燃气
管网改造，这块新补的路面，也是刚填上
不到一周时间。”

“老旧小区改造是好事，我们这些老
街坊邻居都支持。但是，一年多点时间，
崭新的路面就被破开两次，资源浪费不
说，施工期间对居民生活也造成了不小
的影响”，一位带孩子的女业主向记者吐
槽，破路施工几个月，巨大的噪音让白天
在家的老年人无法休息，到处挖沟施工，
也让小区内的交通状况一团糟，晴天是
灰土扬尘，遇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

“当初在设计施工方案的时候，为什
么不能让电网、燃气的改造和路面铺装
同步进行？少一点折腾，少一点扰民

呢？”采访中，一位年长的居民对施工的
规划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小区的弱电和
通信线路还是悬挂在线杆上，以后架空
线缆要入地的话，是不是还要再破一次
路面呢？

统筹规划应先行

“其实，在确定进行改造之初，我们
就跟电力和燃气部门进行过沟通，相关
的改造能否与小区的整体改造实现同
步，但是西苑小区的电网、燃气的改造体
量较大，所需资金量也大，工程的报批流
程相对较长。但是，小区的改造又不能
停滞，这就造成了相关施工的滞后。”西
苑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的主要
职能是配合上级的改造施工，协调解决
施工期间的问题，而前期的改造规划招
标涉及不多。

该工作人员也希望，在类似的惠民
工程中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好施工进度，
把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范围。

在我省各地的走访中，记者也发现
类似西苑小区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
就此，有住建部门相关人士说，老旧小区
改造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难就难在牵
涉单位多，协调难度大，市、县应建立政府
统筹、条块协作、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专门
工作机制，改变一些部门各自为政、各司
其职的局面，明确工作规则、责任清单和
议事规程，形成工作合力，让老旧小区改
造最多改一次，让群众真正满意。8

老旧小区改造为何一步到位难

来函照登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盛夏，即使坐在室内，许多人也会
汗流浃背。然而，在这样的酷暑季节，
环卫工人依然在户外辛勤劳作，维护着
大街小巷的洁净。

8月 3日上午 9时，太阳已经升得
老高，强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在淅川街头，53岁的葛焕荣正用扫帚
清扫路边垃圾，黝黑的脸上布满汗珠。
不一会儿，她的工作服被汗水湿透了，
来来回回扫了近两个小时，才算把纸
屑、果皮、树叶等垃圾清扫干净。

下午 3时，气温正高，道路上热浪
滚滚，皮肤在阳光下被灼得阵阵刺痛，
此时葛焕荣并没有休息的念头，她拿起
捡来的尼龙口袋，坐在树荫下捆绑扫
帚。渴了，她从工具箱里拿出自带的温

开水，大口地喝上几口。
据介绍，葛焕荣这组环卫工共有16

人，负责狮子路街道片区的环卫工作。
狮子路社区的这几条街道，葛焕荣和她
的同事们每天早晚都要打扫一次。

由于她负责的是社区街道，工作压
力并不大，而有些同事则需要拿着大扫
帚在大街道旁清扫地面，拖着垃圾车一
个一个清理垃圾箱。每天早上不到5时，
他们就得全员上岗，对各自负责的大街
小巷进行清扫；每天中午11时许，他们必
须头顶烈日轮班保洁；每天下午6时许，
他们站完最后一班岗，才拖着疲倦身子
下班回家。

“这些天，为预防环卫工人中暑，环
卫处向坚守在一线的160多名环卫工人
发放了藿香正气液、风油精、草帽、毛巾
等防暑降温药品和物品。在确保环境

卫生质量的前提下，灵活安排环卫工人
休息轮岗，缩短一次性连续作业时间，同
时合理调整清扫车、洒水车机械化作业，
以减轻一线保洁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淅川县环卫处主任杨淅华对记者说。

“环卫工人需要的是减少工作量，

减少每天上街的次数。要做到这些，最
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自觉做到不随意
乱扔垃圾，减少垃圾产生量，这才是送
给环卫工人最好的防暑用品。这样才
能让环卫工人少些暴晒、少些流汗，从
而多些清凉、多些关爱。”8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报通讯员 李现理 侯国防

千亩玉米长势喜人，花轿艺术远近
闻名，草编加工产业兴旺红火……8月 3
日，记者慕名到鹿邑县观堂镇陈方村采
访，所到之处展现着乡村经济蓬勃发展
的活力，灿烂的笑容荡漾在村民脸上。

“去年以来，我村按照上级乡村振兴
惠农政策部署和结合村情实际，在镇党
委、镇政府支持下，积极探索‘合作联
社+农户’双方合营的土地托管模式，把
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充实到花轿艺术
服务和草编加工行业中去，既初步实现
了惠民利民目标，又助力了乡村振兴。”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博向记者介绍说。

陈方村辖陈方营、李湾、朱庄 3个自

然村，现有村民 765户 2899人，原有 22
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去年1月，退伍后在山西太原市经商
的35岁青年王博，被群众推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经过调研，王博和村“两委”干部
决定带领村民探索出一条土地托管之
路。去年7月，该村采取了“合作联社+农
户”双方合营的土地托管模式。据王博介
绍，当时通过一番动员过后，大家自愿整
合出1060亩土地作为托管试点。他代表

“陈方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简称“合
作联社”）与群众签订了土地托管协议。

“6月 4日，镇村两级组织召开了‘土
地托管分红大会’，为211户村民发放分
红款84.4万元，亩均1000元。每季每亩
托管的土地，扣除全程服务费用后，收益
的92%归农户所有，净利润的8%作为村

集体管理服务费，村集体为此净增加收
入12.4万元。”

“群众不种地就有收益，并保留土地
承包权，彻底解放了劳动力，年轻的可以
外出打工或经商，既能挣钱又能节省种
地的人力成本，还免去了来回奔波的路
费成本；年龄大者可以在农忙时被村集
体雇用，或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增加收
入。”王博兴奋地说。

王广合是鹿邑县境内远近闻名的花
轿非遗传承人，当地村庄及周边邻县村
庄谁家儿子结婚，就专门找他前往迎娶
新娘。“我们迎亲时碰见条件好的家庭，
还要搭台文艺演出，少时用人十多名，多
时则达三四十名，每场下来每人都能挣
二三百元，多的能挣四五百元。”

村民王体康做草编加工生意 30多

年。“我家以前一年能挣十几万元。现在
雇的人多了，产品数量、质量也上去了，
收入翻了一番。”

记者了解到，陈方村现有从事花轿
迎亲业务艺术团体的 1家、草编加工户
23家，金属清洁球厂 1个、童车加工厂 1
个、獭兔养殖场 1个、包装制品厂 1个。
该村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兴起和
规模扩大，大约需要200名劳动力，再加
上农忙时村“合作联社”用工，需要的劳
动力更多，而土地托管的实行正好满足
了这一需求。

“实行土地托管，不仅让农业全产业
链快速发展，而且实现了农田丰产丰收，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也为扛稳粮食
安全责任提供了保障。”王博信心满满地
说。8

“土地托管”村民受益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马献珍 赵静雅

“闺女，这一段天气真热，你在集气
站室外作业一定多喝水，可别中暑了！”
炎炎夏日，家在郑州市锦绣华北小区的

武阿姨，在电话中反复叮嘱远在千里之
外的女儿丁琳。

据介绍，近年来，天然气作为清洁
能源需求量逐年增长。总部设在郑州
的华北石油局，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
建设的大牛地、东胜气田，累计生产天

然气530亿立方米，成为向黄河流域输
送清洁能源的主要阵地，其中近四成输
到了河南，为我省人民绿色低碳生活及
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6月以来，陕西、内蒙古等地也连
续发布高温预警，但是为保障安全生
产，即使气温再高，采气人也必须身着
工装，穿梭于集气站。

“热归热，劳保穿戴必须齐全。”大
牛地气田 2号集气站站长丁琳，边说边
戴好安全帽和防护手套走进集气站。

“现在我们单位是报表电子化试点，信
息填报智能化，拿着这台防爆设备，可
以边巡检边扫描获取生产数据，并自动
同步上传到云端，工作效率高多了。”

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需要每隔两
小时巡检一次，每次需要20分钟，在强
光照射下，汗珠顺着丁琳的脸颊、脖子往
下流，她顾不上擦一下。

华北石油局专家刘岳龙，作为工程
院技术帮扶组成员，乘“点对点”班车从
郑州一早出发，深夜赶到东胜气田，第
二天上午便赶赴现场，解决采气工程遇

到的难题。
强光照射下，到井场没几分钟，

刘岳龙就被晒得满脸通红，顾不上抹
去脸上的汗珠，就和技术员直奔井
口，详细测量管线，讨论整改方案。

“在这段管线处加装一个单向阀，避
免气井的地层水倒流。”刘岳龙建议，

“再加装一套远程监控系统，提升智
能化操作能力。”

“去下一个双管电机泵排水采气井
场看看，这口井是气田首次应用这项技
术，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完善……”
为保障电泵正常运行，电机的绝缘性是
关键，刘岳龙首先对电机绝缘性进行检
测，确定合格后才放心。这天，刘岳龙驱
车几百公里，跑了5个井场，晚上9时才
回到住处。

连日来，在热浪滚滚的毛乌素沙
漠，承担大牛地气田电力运维的工作人
员，尽管备受炎热炙烤，他们依然麻利
地爬上十几米高的电线杆从事高空检
修作业。他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结出了白色盐霜。8

直击现场·战高温

小区新修的道路开挖后（右图）留下一道明显的“补丁”（左图）。8

烈日下的采气人

汗水换来大街小巷的洁净

大牛地气田的两名采气女工头顶烈日，对站内阀门进行维护保养。8 龚韦华 摄

环卫工人
葛 焕 荣 在 淅
川 县 东 滨 河
路 便 民 跳 蚤
市 场 清 扫 地
面垃圾。 8
任振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