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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难帮忙

农村版
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信 访信 访 之 窗之 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信访局 联办

帮您呼吁

群众反映问题仅代表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帮您打探

加班工资如何计算？

因生活困难就不停信访 这事咋办？
西平县通过信访评议打开信访人心结，通过信访救助体现关怀

□本报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刘学敏

□本报记者杨青实习生潘娣

沈丘县赵德营镇唐楼村李营村

“村村通”何时惠及俺村

买月季到获嘉看看再说

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 郑州市人社局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联办

之之 就业指导就业指导
我要进城去打工我要进城去打工

⑨⑨1414

原阳县祝楼乡卞庄村王莎

谁能救救我的“石头宝宝”

内乡县

十万余亩核桃丰收了
信阳市浉河区

板栗上市了

西平县赵某因生活压力过大，就要求政

府为其儿子安置工作，为其孙子、孙女每人

每月按1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一直

发放到18岁，如果不答应就不停到县、市、

省上访。遇上这事，该咋办？西平县通过信

访评议打开信访人心结，通过信访救助体现

关怀。

事件回顾
因生活困难要求政府为孙子、孙

女每人每月发千元补助

2013年，西平县赵某向柏亭办事处郭店

居委会反映，儿子李某1996年从部队转业分

配到搬运公司，但一直未上班。2013年7月，

儿媳王某因县搬运公司普查计划生育一事，

压力过大自杀身亡，撇下两个孩子，生活难以

维持。赵某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给儿子李某

重新安置工作，到能够发工资的单位上班，如

果上不成班，给李某交养老金到退休；二是给

其孙子、孙女每人每月按1000元的标准发放

生活补助，发放到18岁；三是媳妇的死不是

正常死亡，解决其儿媳丧葬费5万元。

处理过程
为信访人解决1万余元救济金，

信访人仍固执上访

信访事项发生后，柏亭办事处、县交通局

作为责任单位，高度重视，组织专人调查。根

据调查情况，认为赵某要求缺乏政策、法律依

据，无法办理，但考虑到赵某家庭实际情况，

应该给予同情帮助。县交通局先后通过民

政、红十字会及工会为赵某争取救济金

10200元；柏亭办事处于2013年10月，为赵

某及其儿子和孙子、孙女办理了最低生活保

障，并在2014年春节前，为其送去米、面、油

等慰问品。但赵某始终不放弃三条诉求，仍

多次到县、市、省上访，并在2014年5月两次

赴京上访。为做通赵某思想工作，县委书记、

县长先后4次约访赵某做教育疏导工作，但

赵某固执己见，执意上访。

处理结果
通过信访评议打开信访人心结，

通过信访救助彻底化解

为化解赵某信访事项，西平县群工部组

织县人大法工委、县法制办、县人民法院及赵

某近亲属等共计50余人召开赵某信访事项

评议。针对信访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问题，

各相关部门从法律角度、政策层面进行了面

对面地解答。评议员针对责任单位处理是否

到位踊跃发言，并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群众

满意度进行了当场投票。经过汇总，全场共

发出评议测评票30张，收回30张，对处理结

果满意的30张。至此，赵某的心结打开，同

意放弃过高的不合理诉求。但赵某同时也提

出，由于儿子无固定收入，孙子、孙女生活无

法保障，请求政府给予帮扶救助。

考虑到赵某家庭的实际情况，经县委信

访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决定将赵某纳入

信访救助对象，给予信访救助。不久前，西平

县柏亭办事处将申请到的3万元信访救助金

交给了赵某，该信访事件得到彻底化解。

所谓加班，根据《劳动法》有关规定，一般

指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

劳动者协商后，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以外工作，是工作时间在休息时间中的延

伸。本期“我要进城去打工”栏目继续邀请郑

州市人社局农管中心副主任顾珂，就加班相

关问题为农民工进行解答。

加班工资是咋算的

农民工：俺们加班的加班工资是咋算的

啊？

顾珂：根据《劳动法》等规定，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依法支付加班加点工

资。

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的标准是：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即正常工

作日加点），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

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即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

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标准的

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即元旦、春

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以及其他法定节假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

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标准的300%的工

资报酬。

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劳动者，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

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

时间，并应按照《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的有关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工资。

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

《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中关于延长

工作时间工资的规定。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外安排加点的，支付不低

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150%的

工资；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分别支付

不低于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

200%、300%的工资。

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

酬，并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

金。并可责令用人单位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

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

动者赔偿金。

职工有权拒绝加班

农民工：俺们不想加班的时候能和老总

说不加班吗？

顾珂：你们是有权拒绝加班的。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七十一条规定，企业确因生产经

营需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与工会和劳

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

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

业违犯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劳动者有权拒绝。若由此发生劳动争议，

可以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予以处理。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请致电

河南日报农村版“何难帮忙”热线：0371-

65795728。也可查阅顾珂主编的图书《我

要进城去打工》，中原三农网有连载，请点击：

http://www.zysnw.cn/。

“今年的品种真不少，长势也相当好啊，

过几天我们还会再来一趟！”9月2日，在获嘉

县亢村镇新奥月季合作社，来自南京的客商

说。

位于获嘉县亢村镇的新奥月季合作社占

地近100亩，现有会员30户，社员200余人，

社员年收入达6万余元，是新乡市首家专业

月季合作社。该园主要供应大花月季、丰花

月季、微型月季、地被月季、藤本月季、树状月

季和食用玫瑰等8大系列15余种国内外名

优月季品种，年生产月季200万株，用于鲜切

花、马路绿化、花坛观赏等领域，在山东、黑龙

江、山西、湖南等地都有固定的供应商家。

2012年9月，该合作社又专门建立网站，不

但可以通过网络宣传，而且外地客商还可以

直接从网上订购。

“月季园无论是育苗还是培植，技术都在

不断提升，产值也在不断提高，效益确实不

错。月季不但让村民富了起来，同时也带动

了周边的经济。”合作社技术员甄文全介绍，

今年，他们的月季还未到采摘季，就被外来客

商订购了一大半，主要销售到江苏、山东、福

建等地，更是出口到了德国。另外也解决了

一些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每年为他们带去

经济收入2万余元。

帮忙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杜家利李娜

电话：15036616699

近日，信阳市浉河区

的板栗日渐成熟、陆续上

市。一般的通货板栗每斤

2.3～2.4元，颗粒大的每斤

2.5～2.6 元，欢迎前来订

购。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

讯员李振阳彭延斌摄

内乡县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优越，适宜

核桃生长，发展核桃产业得天独厚。目前，

内乡县核桃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其中

基地面积8.6万亩，已挂果面积5.5万亩，年

核桃产量650万公斤。内乡县被中国经济

林协会授予“中国核桃之乡”荣誉称号；内

乡核桃以其良好的品质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荣登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内乡

核桃”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获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正式批准。

金秋时节，核桃飘香。时下走进内乡

县余关、赤眉、赵店等乡镇，随处可见沉甸

甸的核桃挂满枝头，点缀于山川田野、沟壑

山梁，果农们脸上写满了笑意，到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内乡果农欢迎各地客商前来

订购核桃。

内乡县林业局李红亚

电话：13783776781

帮您销售

由省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举

办的免费技能培训将于9月10日

开课，培训内容有计算机操作与

应用、中西式面点、家政，我省困难

职工、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

员赶快报名参加吧！

据了解，此次培训不收取学员

任何费用，免费发放教材和文具，

外地学员可免费住宿。另外，省总

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常年开办免费

培训，面向全省招生，每月10日开

课，欢迎咨询。报名地址：郑州市

经七路14号省总工会干部学校院

内。咨询电话：0371-55008268。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近日，记者从郑州园林局打

探到消息，以“互联网+石榴”为主

题的第一届中国石榴博览会将于

9月19日至21日在荥阳举办。

据悉，此次博览会由中国园

艺学会石榴分会和中国农业科学

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主办，郑州市休

闲观光农业协会、荥阳市河阴石榴

产业基地承办，是目前国内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石榴盛会，将有来

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专家学者、

客商等800多人参加。大家会上

可品尝全国多个品种石榴美味。

博览会开幕前，组委会将向市民发

放活动券。

本次博览会将与荥阳市第十

一届河阴石榴文化节有机结合，园

艺专家们将探讨如何在“互联

网+”和科技、金融等资源的有效

驱动下，提升石榴品质，挖掘石榴

文化，拉长产业链条，并进行石榴

栽培、存储、加工、物流、营销等各

环节的技术交流。荥阳市政府将

以“石榴”为媒，会天下朋友，促进

“文化、旅游、农业”的融合发展。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记者近日从开封军分区了解

到，即日起至9月30日，全省抗战

老兵可免费游开封清明上河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为弘扬抗战精神，为抗战

老兵提供更多关爱，开封清明上

河园景区联合开封军分区等单位

一起举办“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活

动。在河南省生活的抗战老兵可

在两名亲属的陪同下，携带相关

的证件或证明，免费游览开封清

明上河园。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开封清明上河园

邀全省抗战老兵免费游园

9月19日

到荥阳看石榴博览会

想学技术快报名！
省总工会免费培训10日开课

8月28日，原阳县祝楼乡卞

庄村的王莎给帮忙记者打来电话，

请求大家救救她的“石头宝宝”。

王莎说，她的宝宝皇甫妙菡现

在九个多月大，被北京儿童医院确

诊为罕见的石骨症。小妙菡的医

生说，这种病症需要尽早治疗，而

且越早治疗希望就越大，一岁左右

就是危险期。孩子现在九个多月，

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前期的治疗

已经花光了全家积蓄，希望有好心

人帮帮我们。”王莎说。

据了解，目前石骨症是无法用

药物控制的，小妙菡的手术加上术

后治疗需要近80万元。您如想帮

帮小妙菡，可拨打王莎的联系电

话：15237317327。

帮忙记者田明

实习生何雪婵

电话：13526688980

沈丘县赵德营镇唐楼行政村

李营自然村村民：我们行政村共有

5个自然村，分别是唐楼村、李营

村、小李寨村、刘营村、杨庄村。按

照“村村通”政策，先修行政村和学

校所在地的村也就是唐楼村，事实

是除了李营村和唐楼村没有修外，

其余3个村都修了水泥路。其中

小李寨村、杨庄村路都修了 3 遍

了，先是砖渣路到柏油路再到水泥

路，为什么我们村一直不修？

济源市天坛办事处柴庄居委

会居民：我家住在北七巷，村里从

4月份水网改造完至今已经4个多

月了，我家里一直没有通自来水。

原因是东边巷口的两家有矛盾，主

管道是从东边接过来的，东边的

那家水管不让从自家门前接，我

家住在最西边所以一直没水，找

居委会干部很多次了一直解决不

了，炎热天气没水吃，真难呀！

济源市天坛办事处柴庄居委会居民

四个多月吃不上自来水

河南省信访局副厅级督查专员赵克：

通过实行信访事项评议化解机制，较好地

发挥了社会监督作用，使信访责任单位处

置信访问题的方式明显改善，处理结果更

加公开、公平、公正，信访群众对政策和法

规的认知度明显提升，职能部门和人员的

素质得到更好的检验，政府公信力明显增

强。同时，对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

或要求过高的信访事项，各级各部门首先

要教育疏导到位，其次要统筹解决信访群

众的实际困难，救助帮扶到位，切实帮助信

访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点评

洛宁县罗岭乡

千亩核桃找买主
洛宁县罗岭乡紧抓扶贫开发机遇，通

过资全扶持、技术指导、土地留转等帮助讲

理村发展薄皮核桃近千亩,现有600多亩

已进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可釆摘青皮核桃

100余吨，毎吨售价为3200元，欢迎各地客

商前来考察选购。

联系人金相超

电话：13838468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