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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销售

企业工会在安全工作中有其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这些作用中，最核心的是依法维护职

工“安全生产权”。企业工会本是职工能够依

赖的维权组织，在维护职工安全生产权时，应

拿起法律武器，敢于同违章违法行为作斗争，

切实保障职工权利。今天继续邀请郑州市人

社局农管中心副主任顾珂向大家讲解工会的

权利和作用。

农民工：工会在安全生产中有哪些作用？

顾珂：《安全生产法》赋予工会在参与安

全管理和监督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权利。一

是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

求纠正；二是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

解决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

三是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

有权建议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

单位必须立即做出处理；四是工会有权依法

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

要求追求有关人员责任。

作为企业工会应紧紧围绕以上法律赋予

的四项权利，履行职权。“定好位、站好岗”，依

法维权不“越权”，发挥自身作用，做到“十二

字”，即：“教育职工，监督企业，认真履责”，为

保障职工安全、企业安全生产做到应尽责任。

农民工：工会该如何维护俺的“安全生产

权”？

顾珂：工会组织要本着对企业和职工高

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群

防群治、依法监督”原则，积极参与安全生产

监督和管理，协助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一是坚持源头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与监

督。工会要积极参与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制定，针对企业安全状

况，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提出主张和

意见，及时反映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职工的愿望和诉求；工会要推动企业建立

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并

将劳动安全、卫生内容作为平等协商、集体合

同和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重要内容；企业安

全生产方面的重大举措、改革方案，须经职工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方能实施；企业安全生

产必须按照厂务公开的规范要求，积极落实

职工知情权，接受群众监督。

二是加强工会组织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

监督检查。工会要主动组织、参与企业的安

全生产检查活动，组织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

查委员会成员、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认

真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检查活动，督促企业

解决和消除存在的劳动安全卫生问题和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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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工中遇麻烦 找工会来解决
□本报记者杨青实习生潘娣

汝州市庙下镇姚庄村村民姚

涛，几年前因母亲患上癌症，家里

倾尽几乎所有财产为母亲治病，最

后不但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还使

得家中负债累累。此后，他与妻子

也因家中经济问题导致婚姻破裂，

由于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接二连三

的打击，姚涛患上精神分裂症。本

来就负债累累的一个家，又东拼西

凑了数万元辗转多地，为家中仅剩

的“顶梁柱”治病。经过治疗，姚涛

的病情虽然有所缓解，但始终没能

彻底治好，时好时坏。

去年8月，姚涛病情再次发作

时，把家中仅剩的三间房屋一把火

烧为灰烬。至此，姚涛和他70岁

的父亲姚改朝以及11岁的女儿彻

底失去了“家”，姚涛的病情也越来

越重。事情发生后，姑姑把姚涛的

女儿领走供她上学生活，姚改朝陪

着儿子姚涛流落街头。

姚改朝老人几次想要轻生，可

又不忍看着自己儿子就这样流浪

下去，孙女也哭着跟姚改朝说：“爷

爷，你不要走，你要不在了，我就没

有亲人了。”孙女的一句话，让姚改

朝坚强地活了下来。

去年以来，姚改朝拖着病弱的

身体，多次到镇政府反映，希望能

够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帮助他重

建家园，给儿子治病，解决自己极

度贫困的状况，但始终没有得到回

应。

现在姚改朝只希望能重建起

一个完整的家，如果您能帮到他请

联系程中华（姚涛舅舅），联系电

话：13781853403。

帮忙记者李躬亿

电话：18538155369

宁陵县国有林场
有多种苗木出售

近年来，宁陵县林业局国有林场，坚持以

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为中心，建立林苗一体

化基地。目前，以大叶女贞、楝树、法桐、竹

柳、白蜡、国槐、椿树等为主的绿化苗木基地

2000余亩苗木不但实现自给有余，还不断外

销供应市场。欢迎绿化部门和各地客商前来

选购苗木，价格面议，量大从优。

联系人：于文博

电话：13781670900

濮阳黄河滩区
60亩白菜找销路

濮阳县王称堌卜庄村的菜农赵先朝种了

60亩白菜，产量30万斤左右。现在到了种麦

子的季节，但白菜还没有卖出去，麦子也种不

上。面对这么多白菜，赵先朝很着急，大家来

帮帮他吧。如有能帮忙找销路的朋友请联系

他，赵先朝电话：13673028627。

帮忙记者段宝生

电话：13700806916

10月28日，郑州市政府印发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民生服

务事项中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

的通知》，取消了涉及6个部门14

类 22项相关事项中增加群众负

担、不符合简政放权精神的繁文缛

节和不必要证明，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今后，郑州市民在

办理相关事项时，这些证明和材料

不用再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

这14类证明分别是：违法犯

罪记录证明、健康状况证明、没有

不良记录和投诉证明、计划生育证

明、无债权债务证明、工作调动表、

外伤证明、户籍证明、单位介绍信、

诚信证明、同意骨灰取走证明、与

已故人员关系证明和其他子女同

意补证声明等、市场主体基本信息

证明、中型以上客车备案证明。

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凡无法

律法规依据的，任何部门和单位不

得增设办事前置条件和办事环节，

对于无法律法规依据继续实施增

设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的情况，

将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

任，处理结果并在全市予以通报。

以后群众在办事中遇到有关

部门要求提供不必要证明时，请打

举报电话，郑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举

报电话：(0371)12388(24小时)；郑

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投诉举报电话：(0371)

67887372(工作时间)。

帮忙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马雅利

电话：18037499899

近日，郑州火车站东广场的

南、北出站口分别安装了四台“指

路机”，这是郑州火车站首次使用

的“郑州火车站地区信息自助查询

系统”。

据介绍，旅客可以在该系统中

查询所有到郑州火车站的公交线

路和主要站点，郑州长途客运中心

站里的长途客车发车班次及时间

信息，河南省及郑州市的旅游图、

行政图和交通图。此外，还可以在

系统的公告栏中发布遗失物品公

告、遗失物品认领公告。未来还有

望加入一些公共便民服务信息，如

郑州市内的酒店、大学、电影院以

及著名旅游景点等信息。

记者还了解到，郑州火车站还

将尝试建设慢行导视系统，而“指

路机”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员。通

过多功能指示牌、户外灯箱、各种

方向的贴标、郑州火车站公交线路

示意图、东广场周边示意图、火车

站停车场示意图等各种信号装置，

为出行的旅客提供各种路标指

示。同时，为了方便夜间旅客辨识

方向，在路灯灯杆中间还安装有幻

灯，晚上幻灯灯光投射到地面上，

会显示出东西南北的方位。

帮忙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马雅利

电话：18037499899

案情回顾

今年2月，滑县群众齐某向县国土局反

映刘某在贺林村违规建饲料加工厂，县国土

局经过核查，刘某所建的宏发饲料厂手续不

完善，及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当

事人未按规定期限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下，

县国土局依据《信访条例》相关规定，向齐某

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齐某不同意

该处理意见，向县复查委员会提出复查申

请。县复查办审查后认为，该问题不属于受

理范围，及时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齐

某看到《不予受理告知书》时情绪激动，强烈

要求县复查办受理复查。虽然该案不属于复

查受理范围，但滑县复查办依然没有放弃，领

导带队，实地走访调查。

处理过程

刘某违规建设饲料加工厂一事属实，该

饲料加工厂相关手续不完善。由于前些年

当地党委政府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企业

未批先建情况时有发生，按当前的政策法规

很难解决。再加上信访人齐某与刘某之间

存在个人恩怨，信访人齐某执意要通过信访

来发泄内心不满，不达目的不罢休，造成沟

通协调上难度非常大。为妥善化解信访问

题，解开齐某心中的“疙瘩”，滑县复查办针

对齐某提出的质疑，研究制定了相关工作措

施，工作组多次沟通协调，着力在停访息诉

上下功夫。一方面，同上访人保持沟通，经

常电话联系上访人或邀请上访人到县复查

办了解案件具体细节，并及时掌握其思想状

态，寻找化解底线；另一方面，同问题所在地

政府保持沟通，工作组多次赴牛屯镇政府调

查了解相关情况，并走访案件相关知情人，

寻找问题“死结”；同时，工作组同国土局(承

办单位)保持沟通，向具体办案人员了解该

信访问题的办理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寻找化

解“良方”；积极同被上访人保持沟通，实地

深入宏发饲料加工厂，向负责人刘某了解生

产经营情况、用地审批及利益纠纷等相关情

况，寻找问题“根源”。

处理结果

滑县复查办多次给上访人齐某讲清利害

关系，上访人齐某作为贺林村村干部，应带领

村民致富奔小康，且饲料厂建在该村效益相

当可观，不仅能解决该村一大部分富余劳动

力，还能为该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经过沟

通上访人齐某表示理解；饲料厂负责人刘某

也承诺每年将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

金，为该村做公益事业；出于大局考虑，上访

人齐某认识到只有与饲料厂和谐发展，才能

干出一番成绩，造福当地百姓。今年8月，上

访人齐某对刘某建饲料加工厂表示理解，心

中的“死结”打开，并承诺不再因此事上访。

滑县县委群工部部长王相峰:在解决信

访案件时，必须吃透案情，对上访人提出的质

疑，要逐项调查核实清楚，不留盲点，坐实相

关证据依据，作出的答复要经得起历史和社

会的考验；必须上心，不能因上访而对上访人

有戒心，要认真对待，躬下身，不畏难，切实解

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必须善做

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

作为一名信访干部，要知晓国家政策，学会沟

通技巧，提高自身组织协调能力。

“我们现在养殖的黄沙鳖，肉质鲜美，营

养丰富，养殖七八个月后，便可直接上到居

民的餐桌之上，不仅能获得丰厚的收益，还

可以让黄河低滩区贫困农户入股，带动周边

农户共同发展，让农户在一到两年内实现脱

贫致富。”10月26日，濮阳县习城乡黄河岸

边黄中王黄沙鳖养殖场老板张连书看着池

塘内不时露出头来的黄沙鳖兴奋地说。

今年35岁的张连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出生在位于黄河低滩区的濮阳县习城

乡侯寨村。1999年职业高中毕业后，他只

身去郑州闯荡，从一名普通的装卸工干起，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成

为一个拥有上千万资产的公司老板。

多年来，张连书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回

乡投资，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2010年，

张连书投资500万元在家乡建起了一座养

鸡场，2013年又扩大养殖规模，但带富效果

并不明显。为了更好地助力黄河滩区扶贫，

张连书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发展黄沙鳖养

殖。今年，他一期投资600万元，建起了占地

100亩的黄沙鳖养殖场，不仅开挖了养殖池

塘，还建起了高标准的育苗温室，年可供应黄

沙鳖幼苗50万只、黄沙鳖约20万斤、多种名

贵龟类约10万只。“今年是第一年养，按现在

这规模，一年的利润有望达到500万元，能带

动周边3个村100多户农民共同致富。二期

准备再扩建200亩，至少能带动周边300到

500户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说起带领农户养

殖黄沙鳖共同致富，张连书信心满怀。

帮忙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

电话：13700806916

长垣供应松花菜
松花菜是十字花科甘蓝属花椰菜中的一

个类型，因其蕾枝较长，花层较薄，花球充分

膨大时形态不紧实，相对于普通花菜呈松散

状，故此得名。与一般紧实型花菜品种相比，

松花菜耐煮性好，食味鲜美，松花菜的维生素

C、可溶性糖含量明显比紧花球花椰菜高，很

受消费者欢迎。供应量：10万斤，参考价格：

每斤2～6元。

联系人：卢金兰

电话：18337375481

村干部多次上访 复查办解开“心结”
滑县用心沟通巧妙化解一起占地纠纷

□本报记者李躬亿通讯员刘学敏常泽民

郑州火车站

八台“指路机”给旅客指路

郑州取消14类不必要证明

谁能帮帮这一家——

精神病儿烧毁房屋
七旬老父露宿街头

到濮阳县黄河滩区

看看张连书咋养黄沙鳖

10月29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今年省教育厅组织10个专

家组对各地申报“河南省中小学校

一级食堂”的437所学校进行了评

定，有351所达到了一级食堂标

准。

据了解，此项工作截至目前已

经开展五轮评定，共评出中小学一

级食堂887所。郑州市为进一步

推进中小学食堂等级量化评定工

作，由市教育局向政府申请安排专

项资金4633万元，县（市、区）1∶1

配套资金4633万元，共计9266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寄宿制学校食堂

基础设施改造、食堂设备购买等项

目。新乡市获嘉县、原阳县在推动

一级食堂评定工作中，为当年申报

省一级食堂的学校，采取垫付5万

～10万元不等的资金，用于购置不

锈钢餐具、炊具，对创建成功的学

校垫付资金作为奖励不再返还，对

没有通过的学校限期返还垫付资

金，不但调动了学校积极性，也有效

改善了学校食堂的基础设施条件。

据悉，近年来我省学校食堂安

全事件明显减少，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通过五轮食堂评定工作，学校

领导和后勤管理人员的食品安全

意识以及管理水平逐渐提升，学校

食堂软硬件的投入不断加大。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我省又有351所中小学食堂
达到一级标准

10 月 30 日，卢氏

县东明镇当家河村村

民骆瑞卿在给散养的

野鸡喂玉米饲料。今

年37岁的骆瑞卿从外

地引进野鸡饲养，目前

野 鸡 存 栏 达 1000 多

只。他还与人合伙建

成可养殖1.5万只野鸡

的鸡舍两栋，春节前野

鸡蛋即可上市。“一只

野鸡每年可产蛋180多

枚，每枚野鸡蛋可卖2

元。欢迎大家前来购

买。”骆瑞卿信心满满

地说。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董彦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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