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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徐某是我们企业运输车队的司机!

!""#

年

$

月"他在为企业外出送货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

发生后"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写明徐

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之后"徐某的家人多次向企业

要求认定徐某的死亡是工伤"而企业却以徐某在事故

中负全部责任为由予以拒绝! 请问#徐某的死亡是否

构成工伤$ 企业的说法对吗$

读者 陈 峰

陈峰同志!

首先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徐某的死亡是工伤" 我

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

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

认定为工伤' (从你的来信中看!徐某是企业车队的司

机!出事故时在为企业送货的过程中!是在执行工作

任务的时间发生事故而死亡! 其死亡可以认定为工

伤' 至于徐某在事故中是否有责任!并不能影响工伤

的成立!因此!因为徐某在事故中负有全部责任而不

能认定为工伤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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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李 涛 姚林涛

省外传真 读者点题

读者来信

废品收购站应加强监管

废品收购不仅能减少垃圾污染! 改善人们的生活

环境! 而且对促进废物转化资源再利用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但笔者最近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废品收购站缺乏

有效监管%一是选址杂乱' 较多建在村头或集镇边!没

有安全防火设施!大多露天堆放!极易发生火灾' 二是

废品未分类'所收的废品多为电子元件)药瓶)塑料)废

旧机械等!随意乱放!冲洗药瓶)酒瓶简单!易造成废品

二次污染和病菌)病毒传播" 三是监管不力" 对收购的

旧家电)旧机械未登记建档!给一些犯罪分子提供了销

赃渠道!部分旧家电)旧机械被重新整修后!竟然低价

转卖给农民!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针对以上情况!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废品收购站

的监管力度!把废品收购站限制在距村庄)集镇较远的

地方!并配备防火)防爆器材!严格落实废品收购登记

和国家颁布的电子电器类废品收购办法! 严管废旧家

电) 机械拆卸行为! 严厉打击收购赃物的违法犯罪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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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 吕耀光

事故中负全责就不能认
定为工伤吗!

近年来"一些城市行道树多了"有的街

道还铺有进口草坪"称得上是%四季见绿有

花香&! 城市环境的确%漂亮了&"然而市民

对此却总觉得少了点啥# 那就是夏日里难

以找到绿树荫凉的感觉!

前些年"一些城市为了%环境优美&"整

齐划一" 纷纷将街道两旁原有可以遮天蔽

日的大树砍掉" 引进以观赏性为主的树木

和花草" 有的甚至不惜花重金将深山老林

的古树搬进了城市! 但这种树木大多树冠

有限"难以形成绿荫遮日的%气候&!随着气

温的逐年升高"生活在%钢筋水泥筑起的森

林&中的人们"每到烈日当头的夏季"常常

是酷热难耐! 特别是行走在城市的人行道

上"水泥地面由于太阳的烧烤"再加上树荫

极少" 就更让人喘不过气来! 至于那些草

坪"不仅无绿荫可言"夏天还与人们争抢着

有限的%资源&"要靠大量的水来浇灌和滋

养"否则就难以%成绿&"真就有点得不偿失

的感觉了!

为了美化城市环境"适当种植一些观

赏性为主的树木和花草"并无不妥! 但不

能仅为好看而好看"也要讲究一些实际情

况"考虑一下城市的%绿荫&和市民的感受

问题! 城市 %花花绿绿 &好看了 "市民 %养

眼 &了 "如果再为他们撑起一把把 %绿荫

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的%温室

效应&" 行人走到此也定会有一种凉爽无

比的感觉!如是情况"一举两得"该有多好

啊'

!%

巩义市%康百万庄园&是我省

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日前笔者去

游玩时看到 "可能是为了改造门

前广场 "庄园大门前已经成了一

个大 %工地 &! 因景点照常开放 "

游人进入很不方便! 旅游旺季即

将到来" 有关管理部门能否先修

一条临时进入景点的道路" 以方

便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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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孙新利 摄

特别告知!

本版由河南日报群工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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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通"公路亟待限超载

知无不言

社会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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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 贾文杰

城市植绿更要植荫

!"

截至
-..#

年
(.

月底!我省当

年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

亿元!

*村村通(工程全部完工' 但是!在

我省部分乡村!给广大农民带来便

利的*村村通(工程!由于超载车辆

碾轧)洪水浸泡冲击以及部分农民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等!对路面造成

损坏 ! 加之又缺乏有效的管护机

制!使*村村通(公路出现不同程度

的损毁' 一些村民不断来信来电!

呼吁尽快将*村村通(公路纳入规范

化管护'

农民夸赞$村村通%公路

过去!山路弯弯!坎坷不平!崎

岖狭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地泥!

农副产品运不出!所需物资进山难'

去年以来!*村村通(成为富民

工程)民心工程' 方城县拐河镇辛

庄岭村的村民告诉笔者%他们过去

到县城!需要翻山越岭数公里到镇

上坐长途车!因为赶车!进城一趟很

不容易 +而今 !辛庄岭村通了柏油

路! 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开往山

外的公交车'

超载碾轧损毁$村村通%

在部分乡村! 由于缺乏有效的

管护! 致使新修的农村公路受到损

毁!引起村民的担忧和不安'

以南阳市为例! 该市山区矿藏

资源丰富!矿石外运首先要经过*村

村通('城乡基础建设需要的大量建

筑材料!如石头)沙子)砖等!也有很

大一部分是通过*村村通(运输' 另

外!一些路过南阳的大型超载车!为

躲避收费站和超限站! 经常绕道农

村公路'如此等等!使*村村通(公路

不堪重负'

南召县南河店镇和白土岗镇

都属于山区镇 !在 *村村通 (工程

中! 修成了花子岭到白土岗街
(.

多公里的水泥路)从桑树坪至南河

店街
%

公里多的水泥路' 这两条路

投入使用时间不长!已经有部分路

段的路基下陷' 这里盛产大理石!

一块大理石一般重达
(.

多吨 !有

的甚至
".

多吨! 再加上卡车自身

的重量!使这两条农村公路承重超

负荷' 村民们说!现在虽然路面没

有坑坑洼洼!但是如果超载大理石

车继续碾轧 !路基继续下陷 !整条

公路都会毁掉'

卧龙区 )宛城区 )方城县沿白

河两岸的*村村通(!因超载的运沙

车通过!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坏'

这种情况在全市其他县市区也普

遍存在'

在南阳市境内! 运输建筑材料

的超载车大部分是本地车'但是!本

应在国道) 省道通行的许多外地超

载车!也离开干道经过农村公路!其

目的是绕过路桥收费站和超限监

测室' 这些载重达几十吨的车辆以

南阳以北地区的运煤车居多' 据了

解! 从豫
.(

线经过的超载运煤车

向南通行中! 在方城段驶离豫
.(

线!途经古庄店乡!向北通行中!途

经独树镇 )杨集乡 +从南召往方城

方向过来的超载运煤车!绕道方城

县柳河乡)赵河镇)城关镇)古庄店

乡+从鲁山方向过来的超载运煤车

进入方城县境 !经过鲁姚线 ,鲁山

至桐柏的省道 -后经赵河镇 &村村

通(!然后驶上该县的县乡公路' 这

种现象! 在豫
.(

线南阳大桥收费

站)豫
.-

线柳树店收费站!以及该

市其他收费站 ) 超限监测室均存

在' 超载!成为破坏&村村通(公路

的罪魁祸首'

$村村通%需要限超载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村村通(

是按照四级公路标准修建的!这是

最低等级的公路!其基本功能就是

承载重量轻的农用车通行'业内人

士指出 !不要说 &村村通 (公路 !就

是干线公路 ! 也经不起超载大型

车的重轧' 另外!&村村通(公路较

窄 !车轮碾轧重蹈覆辙 !路面受损

的频率很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保

护 !严禁超载车碾轧 !其寿命将大

大缩短'

&村村通( 工程凝聚着党和政

府对农民的关怀! 饱含着无数农民

对交通便利的期盼'因此!在政府大

力建设&村村通(工程的同时!有关

部门应尽快制定管理办法! 依法严

禁超出规定车辆行驶! 并抽出专人

专门管护农村公路!把&村村通(纳

入科学化)正规化管护'

!"

眼见为实

本报通讯员 董天来
新村镇建设莫"触电#

笔者最近下乡调查发现! 一些乡镇在新农村新村

镇开发建设中无视科学!随意&触电(!在规划设计上电

力配套严重滞后!出现了在高压线下建房!将高压电杆

圈于院内!高压线离房顶不到
.

米等违规)危险现象'

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对新农村建

设的重视和支持!新村及集镇开发建设掀起了高潮'然

而!各地在新村)集镇开发建设规划时!由于很少或根

本不同电力有关部门会审规划设计! 导致电力配套不

科学不合理!严重滞后' 如有的没有留下电力线路)走

廊)消防疏通道及自来水配套等!有的甚至把高压线下

的地皮也批了出去' 房子建起来后!无电力配套!也未

向供电部门联系用电! 致使供电线路架设没有及时跟

上'农民群众需要用电时乱搭乱接!或干脆将矛盾集中

到供电部门!给电力规划配套带来了重重困难+同时!

高压线下建房也带来了安全问题! 时常发生亡人伤人

事故'

新村)集镇开发建设随意&触电(现象!亟待引起各

级政府和电力部门的高度重视! 应积极采取各种切实

有效的措施!联合科学规划设计及开发建设!合理配套

电力设施'并加强科学用电的宣传教育!特别要引起广

大农民群众的共识!从而使他们在建房时科学施工!安

全架接电力线路!从而远离各种危险隐患'

!"

西华县 黄 珊

山东菏泽!

到政府部门办事可要回执
自

/

月
.

日起!山东省菏泽市在行政

机关和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推

行办事回执制度' 如果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办事拖拉逾越时限!群众可凭办事回执单

投诉'

回执单上须填写申办事项) 时间!以

及承办人)承办时限 )拒办理由 )投诉电

话等内容!并加盖单位公章!承办单位和

申办对象各持一份'应该办理的事项!承

诺期限内办结+不应该办理的!在回执单

上说明理由 ! 并一次性告知所需补充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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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玉

"康百万$门前行路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