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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海波）“喂，

民意快线吗？我家有线电视咋没有台了啊，能

找人帮我看看吗？”

“城南中学周边有违法建筑。”

“去百尺苑店方向路口红绿灯坏了一个星

期没人修。”

“民意快线”的工作人员24小时不中断接

听电话，不间断接收信息。

最近几天，上蔡县重阳街道办事处居民李

军特别高兴，原因是他所反映的蔡明园公园

“如厕难”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决。李军

逢人就夸：“县委开通的‘民意快线’真是顺民

心连民意。”

如今，在上蔡县城乡，街头巷尾、居民小

区、商服网点，群众都有了一个共识：有事您就

找“民意快线”。

群众利益无小事。近年来，上蔡县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丰富工作载体，加大回访力度及

办理情况通报力度，切实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办

实、办结、办好，办出成效，办出了品牌。如今

在上蔡，“民意快线”已成为政府联系群众的

“连心桥”，服务群众的“直通车”。

通过“民意快线”，一件件烦心事儿得到了

快速办结，不仅老百姓的心气顺了，还有效化

解了矛盾，预防并疏导了不满情绪。浏览上蔡

百度贴吧、微博，骂娘的、诉苦的没有了，因供

水、通信、有线电视、卫生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

上访的人也明显减少了。

“百姓的事儿无小事，改善民生，既要抓

大，更要抓小。”上蔡县委书记彭宾昌动情地

说，“开通‘民意快线’，就是抓小促大，要从根

本上解决老百姓办事难、有事不知道找谁、不

知道怎么办的问题，以全体党员干部下沉式、

‘零距离’的服务，推动民生服务向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延伸。”

阳光政务“面对面”，服务群众“零距离”。

上蔡县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工作载体，健全监

督机制，促进了工作落实,提高了办事效率。

“民意快线”通过信息受理、批转办理、督促落

实、明察暗访,在解决一件件实事、推动工作落

实的同时,也使少数干部“责任意识不强、工作

效率不高、政令执行不畅、服务形象不佳”等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推动了作风转变,优化了发

展环境。

据了解，自该县“民意快线”开通以来，已

收到群众手机短信及电子邮件、信函等共计

1377件次,内容涵盖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教育

住房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福利、涉法涉诉

等问题。目前，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和建议办

结率达到97.6%,群众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

到98.2%,群众发来的感谢信、表扬信有140

余件。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5月19日是世界旅

游日，为庆祝这一天，济源市几个风景区网上

宣布不收门票，谁知去了才知道，不收门票要

收保险费，不交钱不让进，这时游客才知道被

忽悠了。

当天，山西田先生在手机上查询，为庆祝

世界旅游日，济源市宣布王屋山、黄河“三峡”、

小沟背等景区免收门票，他很高兴，决定到济

源旅游一天。谁知，他带着亲朋好友11人来

到济源景区才发现上当了，说是免门票，但进

哪个景区都收费。

上午10时许，他们来到阳台宫，把门人不

让进，说不收门票是对自然景区，古迹要收门

票。田先生问：“不是庆祝世界旅游日免门票

吗？”把门人说：“对呀，所以才收半价30元。”

田先生听了很是不解，难道网上宣布免门票是

假？

他们没进阳台宫，去了王屋山风景区，一

进门，被把门人拦住，说每人要收费5元。田

先生不解地说：“你们宣布免门票咋还收费？”

把门人说：“门票免了，但要收人身保险费，每

人5元。”这下田先生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

说：“其他地方都没听说过收人身保险费，你们

这是变相收费！”把门人说：“经理说了，不交不

让进，没办法。”田先生在门口等了大半天，发

现凡是进景区的游客都得交人身保险费，不交

钱不能进。田先生傻了，这不是忽悠人吗！忽

悠来了，还是让你交费。

从王屋山景区出来，田先生气儿很不顺，

可大老远来了又能怎样，只能忍气吞声。下

午，他们来到黄河“三峡”景区，一进大门就被

拦截，让每辆车交10元停车费，三辆30元，田

先生交了停车费，还没进景区又被一条横在路

中的拦车绳拦下，一穿浅蓝色上衣的老汉说，

交了停车费也不让进，山下有一停车场，停那

儿！田先生进停车场一看，这个停车场才修了

一半。可穿浅蓝色上衣的老汉还不让进，非让

每人交2.5元人身保险，不交不准进。田先生

说这不合理，穿浅蓝色上衣的老汉说是上面规

定。

下午5时，田先生一行又来到小沟背景

区，也是同样“待遇”。

整整一天田先生都很郁闷，认为不该这样

忽悠人，免不起门票，也要实事求是。

全力以赴 备战“三夏”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5月21日，记者从

漯河市农机局获悉，今年该市计划组织4万台

以上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确保参加机收

会战的联合收割机在6500台(含引进外地机

车)以上，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

漯河市小麦种植面积近230万亩，夏粮是

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是

农机部门的重要责任。按照该市农机系统的

部署，在积极组织本地收割机到外地作业，最

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将抓好秸秆还

田、机耕、玉米机播等机械化生产，确保小麦秸

秆还田率达95%以上，玉米机播水平达90%

以上。

为此，漯河市农机局积极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乡村，对机具进行技术状态排查，帮助农

机手对机具维护、保养和检修，指导其安全正

确操作，保障农机正常作业。在此基础上，农

机局还多方协调组织充足的农机货源、易损零

配件及油料，满足“三夏”生产需要，并建立健

全“110农机服务区”，提供农机配件供应、农

机维修保养、农机油料供应和农机手技术培训

及后勤服务。

5月19日，范县农机局农机监理站工作人员在向农机手发放农机安全生产资料。“三夏”临近，该县组织工作人员与农民朋友面对面

普及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农机安全驾驶操作、机具维修保养等知识，以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促进农机安全作业，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程瑞启王志飞摄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刘贵

州)“东风吹，战鼓擂，这年月谁怕谁；踏离合，

加油门，专心操作别走神！”这是沈丘县北城办

事处解庄村女农机手王翠花为自己编的顺口

溜。

王翠花今年41岁，前几年跟随丈夫当帮

手跨区收割小麦。今年丈夫组团签订小麦收

割订单2600多亩，较去年多出400多亩。为

了到时候能跟丈夫换换班，让丈夫休息一会

儿，她执意学会了收割机操作。“麦收期间大都

是连轴转，劳动强度大，俺也能开机收割，到时

候可以让他歇一会儿。”王翠花严肃地说。

“开这铁家伙也不是男人们的专利，咱女

人也能摸两把，走两步，不能叫爷们小瞧了咱

们。”女农机手张新红、赵惠惠更是神气十足。

她俩去年就学会了操作收割机，已是老手。今

年她俩将跨区作业，一展女性风采。

据该县农机局的同志介绍，今年全县女农

机手有150人，她们大都经过了培训，操作十分

娴熟。她们较男农机手好的地方是，心细免出

差错，且不喝酒不误农时。时下，随着“三夏”大

忙的到来，她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大干一番。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鹏飞）5

月21日，汤阴县伏道镇西水磨湾村农机手

张秀民奔赴湖北等地进行跨区作业，当他领

到2015年农机跨区作业证时，已经有多年

跨区作业经验的他，第一次知道今年的跨区

作业证还有二维码功能。

他说：“跨区作业证加了这个二维码，对

我们车主和当地作业的户主都是好事。户

主们想知道跨区作业证的真伪，通过手机一

扫，就能分辨真假，对咱产生信任，有利于麦

收工作。另外新增加的防伪标识对每个车

主来说也是个约束。”

今年的跨区作业证采用多项防伪技术，

新增了二维码查验功能。“一证一码”，可靠、

便捷。用手机扫描软件扫描二维码，包括机

主姓名、联系电话、机器型号在内的各种信

息一目了然。

凡是申领到2015年跨区作业证，进行

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

可以免缴车辆通行费。汤阴县积极筹划引

导农机合作组织和农机大户开展跨区作业，

已引导小麦联合收割机1300多台，组建跨

区作业服务队138个，指导维修大型农机具

896台。

目前，汤阴县“三夏”准备工作就绪，全

县56万亩小麦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陆续

开机收割。

本报讯（记者孙玮）5月19

日，NBA教练比尔·皮特森先生

率领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

篮球训练营来到郑州市第十一中

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

篮球盛宴。

整个训练过程紧张而有趣，

NBA教练独特而有效的训练方

式让该校的篮球队队员们受益

匪浅，大家学习战术配合，领会

运球技巧，提高投球命中率，现

场观看的同学们不时爆发出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

与我国教育部合作，在5月14日

至26日期间，走进北京、郑州、

武汉及广州的四所中学，为学生

和老师带来NBA风格的篮球训

练课。篮球训练营是NBA与教

育部长期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双

方计划在全国校园内外通过推广

篮球训练，让更多的中国青少年

感受到篮球运动的魅力。

比尔·皮特森说：“篮球运动

员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学会集中注

意力，这个学校的球员都是很有

天赋的，集中注意力可以使学生

学会如何来进行快节奏的比赛，

更好地提高自己。增强集中注意

力的训练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

安排的很重要的训练内容。”

郑州十一中校长毛德宇说：

“教育应该是全面的，在素质教育

实行的今天，学生不仅仅要学习成

绩优异，还需要有强健的体魄。本

次NBA进校园活动激发了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通过锻炼他

们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毛校

长用“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

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对学生

坚持锻炼身体作了最好的诠释。

十一中篮球教练吴锋说：“本

次活动对我和球队的学生来说都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看到

了当今国际上最新的训练理念和

训练方法，感受了NBA式的训练

氛围，对提高我的执教能力和队

员们的篮球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本报讯 (记者宋朝 通讯员

柴明清)5月20日，焦作、安阳、

鹤壁、濮阳、新乡、济源、滑县森

林公安机关代表齐聚焦作，共

商该地区森林资源保护大计，

将对该地区原本相对猖獗的乱

釆乱挖崖柏等行为重点打击。

豫北地区太行山区土薄石

厚、干旱少雨，山区植物生长条

件不佳，森林资源弥足珍贵，太

行山崖柏更是独有的品种。

据了解，近年来，焦作、安

阳、鹤壁、滑县等7市县森林公

安机关强化警务合作，对涉林违

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先后查办

了大量涉林刑事、治安案件，有

效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

在此次会议上，7市县共同

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一致决定通

过建立分工合作、高效协调、优

势互补的跨林区治安防范合作

机制，努力实现7市县森林公安

机关情报信息互享、重大行动互

援、执法办案互助、林区防范互动、

警务保障互补的目标，确保太行

山区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

有效保护和林区长治久安。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刘景华)

5月21日，“高阳山温泉杯”全国

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在陕县举

办。经过1个多小时激烈角逐，

来自亚塔奇高士特车队的选手霍

海兵以56分59秒的成绩夺得男

子青年组冠军；来自道长斯车队

的选手陈湘源以57分42秒的成

绩夺得男子中年组冠军；女子组

冠军被来自雷克斯的选手何冲

以69分32秒的成绩夺得。

本次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

赛是第二十一届中国（三门峡）

国际黄河文化旅游节暨投资贸

易洽谈会活动之一，由陕县县

委、县政府承办，共有来自北京、

上海、黑龙江等2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台湾地区的31个

车队近600名“骑友”报名参加

这次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起点设在

陕县城区陕州路与云泉路交叉

口，终点设在风景怡人的甘山森

林公园大门口。选手一路沿云泉

路、高阳山至北营地坑院旅游专

线、省道318线，经张汴乡北营

村、南营村、张汴村、刘寺村，西张

村镇辛庄村、庙上村，最终到达甘

山森林公园，全程28公里，整个

赛道曲折起伏，田园风光无限。

◀上接第一版

“现在去黄河景区和云台山

就方便多了！”试乘者谢瑜瑶兴

奋地说，“可以常回老家看看老

人，还能带家里人短途旅行。”

郑焦城际铁路的票价还未

出台，参照郑开城际铁路票价政

策，按每公里0.35元计算，全长

77.8公里的郑焦城际铁路票价

预计为27元。“车票的最终价格

还需要报省发改委批准，很快会

出台。”河南城际铁路公司负责

人表示。

开启郑焦“双城生活”

据介绍，郑焦铁路是我省第

一批开工建设的城际铁路，也是

郑州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原经

济区、中原城市群高速轨道交通

网络以及以郑州为圆心的河南

“米”字形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郑

州至太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焦铁路开通运营后，将

极大压缩郑州与焦作间的行车

时间，从原先的两个多小时，到

现在的最快40分钟。”河南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目前

郑焦铁路方便了郑州、焦作两

城，在未来，郑太铁路修好之后，

焦作也将作为省际铁路的中转

站，这也将进一步增强河南作为

全国铁路枢纽的地位。”

“民意快线”连民心上蔡
该县开通“民意快线”，切实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办实、办好，全体党员干部通过“零距离”服务

转变了作风,树立了良好的服务形象，群众纷纷点赞

漯河市

4万多台农机
备战“三夏”

谁说女子不如男
油门一踩照挣钱
沈丘涌现一批女农机手

说是免门票 却有的收半价 有的要保险
世界旅游日当天，济源市风景区忽悠游客变相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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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茶尺蠖等病虫害，促进茶叶生长，日前，信阳市浉河区茶

农忙于夏季茶园管理。图为浉河区谭家河乡茶农正在修剪茶树。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彭延斌摄

范县 为农机安全作业打“预防针”

本报讯 日前，在滑县老庙乡六合村、南

庄等20个行政村广袤的平原上，三三两两

的农民正喜悦地在自家的田间地头看着一

个个新打的机井、新修的排涝沟渠和新安置

的变压器……“三夏”来临之际，这些新变化

将为连续12年蝉联“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

的滑县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该县在财力有限

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国家、省

市投资，全力打造多元化投入机制。

据了解，2014年滑县新打机井200眼，

维修机井42眼，配套机井463眼，地埋管道

242.06千米，渠系配套建筑物100座，整修

排涝沟渠19.76千米，建设变压器24个台

区，低压地埋电缆185.2千米，修筑机耕路

3.8千米，完成土石方34.59万立方米，混凝

土和钢筋混凝土0.327万立方米。这一工

程涉及人口2.22万人，规划节水面积3.34

万亩，项目总投资3324.36万元。

目前，2014年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设项目已经顺利完成。投入使用后项目区

年可节水167万立方米，年总收益399.43

万元。

（李青云）

滑县 小农水重点项目建设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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