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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星期五 阵雨□□记者记者 王东王东 驾考中心的微笑天使
“你好，需要帮助吗？”上午10时许，刚

走进安阳市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开发区
分考场的接待大厅，身着整洁警服的安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女警考务队民
警崔洁微笑着上前询问。这一微笑，缓解
了不少考生的紧张情绪。

得知我来采访，崔洁准备给我介绍考
场情况时，看到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走
进了大厅，遂上前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但不忘回头对我微笑表示歉意。

“我10点半参加科目三考试，现在不
晚吧？”女孩说她是安阳工学院的一名大
学生，通过网上车管所预约了今天的考
试，上午看到女子考务队微信才知道10点
半要参加科目三考试。

“都怪我看微信太晚了，给你们添麻
烦了。”女孩有些自责，神情有些紧张。

“不会晚，有我呢。”崔洁见状，微笑着
安慰女孩，将其领到门禁系统前。

指纹采集、视频照相……短短两分钟，
女孩的考试信息出现在了候考大厅的电子
评判系统显示屏上。“看吧，这么快，说啥也
不会晚。”崔洁笑言。女孩不再紧张。

“你被分在了215号车的第四回，马上
就要排队了，跟我来。”随后，崔洁引领该
女孩来到候考大厅外的空地上。那里的
考生排成了 10 个组，每组 4 人，每组前面
都有一名手拿爱心包的女警。

“大家考试时要严格按照驾考规定行
车，车上都有监控系统……”女警讲解完
考生注意事项后，举起手中的爱心包微笑
着说，“大家不要激动，激动也没事，我这
爱心包里有清凉油、纸巾等，欢迎随时取
用。”简单的几句话让考生们笑出了声。

10时30分，第四回考试开始，每组考
生都由一名女警带领登上一辆考试车，而
后慢慢向考场外的道路驶去。

“咱们不跟考试车，免得影响考生考
试。走，咱们去视频监控中心看看，在那比
在车里看得还清楚。”崔洁微笑着将我引领
到了视频监控中心，看到16个格子的画面
里人头攒动，我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不舒服，这是刚进来，等
一会儿就好了。”说话的是女警许辉，她一
直坐在视频前看着屏幕，连跟我说话都不
转头。“一分钟都不敢脱离岗位，我们要为

考生负责，更要监督考生和考官。”
“217号考试车的考生有问题，请求其

他民警赶快赶到。”突然，许辉手边的寻呼
机传来了 217 号考试车考官白少杰的声
音。“走。”崔洁领着我走到了大厅。

3分钟，我们驾车赶到了217号考试车
跟前。此时，白少杰已让学员王某下车，
并安抚还未参加考试的其他3名学员。

“他的左腿是假肢。”白少杰说，她在
考试中发现王某每次踩下离合器都需要
大腿带动小腿来完成，与寻常学员大腿与
脚踝用力明显不同。于是，她询问王某，
王某辩称左腿受伤打了石膏。在白少杰
的要求下，王某卷起了裤腿，露出了安装
的假肢。“崔洁，麻烦你将王某带回去，我
还要带着其他学员考试。”说完，白少杰安
排一名学员坐上驾驶员位置考试。

“你别恨我，我这是为你负责，也为其
他人负责。”回来的路上，崔洁微笑着对王
某说。也许是自感惭愧，王某脸红了，头
也低了下去。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7月12日上午，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在信阳市
委书记郭瑞民，信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
书记王乐新等的陪同下，冒雨前往固始县、
潢川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在前往固始县途中，刘满仓不时和郭瑞
民就该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小型水库及山
洪灾害重点防治等工作交换意见。

上午 11 时左右，刘满仓一行到达固始
县灌河迎水大桥。由于当天降雨较大，桥下
河水湍急。据该县防汛办主任介绍，灌河为
宽浅型河道，砂质河床，河道险工众多，目前

还未进行标准化堤防治理。刘满仓当即对
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提出要求：“要加大该
河道的治理力度，加强全县防汛工作，在思
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刘满
仓还详细询问了该县 61座小型水库安全度
汛措施及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筹备情况，该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

潢川县邬桥水库位于淮河水系潢河支
流白塘堰上。13 时 40 分，刘满仓实地检查
了邬桥水库泄洪闸，并走下大堤，查看水库
除险加固、堤防整治等情况。临行时，刘满
仓拉着潢川县邬桥水库水管所所长王庆保

的手再三叮嘱：“你的担子重、责任大，一定
要把水库管好。”

16 时 30 分，刘满仓在信阳市委会议室
主持召开由固始县、信阳市 7 县 2 区分管防
汛工作的副县（区）长、水利局长及发改委、
财政局、气象局、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满仓要求高
度重视防汛工作，要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出发，坚持城镇防汛与农村防汛一起抓，
明确主要任务，切实做好各类暴雨、各量级
洪水的应对和防范工作，严格落实安全度汛
措施 ，把防汛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刘满仓在信阳市、固始县检查防汛工作时要求，严格落实安全度
汛措施

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7月 11日上午，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主持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第三次全
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座谈会精神。

张立勇在会上说，这次全国人民法庭工
作会议，是继 1998年、2005年两次全国人民
法庭工作会议后，又一次就加强基层人民法
庭工作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国高级法院院
长座谈会就多项工作进行了强调和部署，内

容丰富，措施具体，为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
法院工作指明了方向。

张立勇强调，要迅速就贯彻会议精神拿
出具体意见，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
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名干警，结合各地实
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措施，并适时
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
作。抓好人民法庭与社会法庭的衔接。要
抓好督促指导，全省每个人民法庭都要建立
党支部，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要贯彻既

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又便于人民法庭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按照规范化、规模化
的要求，结合辖区面积、人口分布、诉讼需要
等因素积极稳妥地做好人民法庭的调整、巩
固工作，使人民法庭的设置更加符合审判工
作需要，符合群众诉讼需要。要继续加大法
庭庭长职级待遇落实力度，确保逐步落实到
位，要合理配备法庭审判人员，在人民法庭
的办案人员要有审判经验，懂群众语言，说
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掌握群众工作方法。

张立勇在省法院党组扩大会议上指出

做好人民法庭调整巩固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郭跃华）近日，省政府
下发《关于取消调整下放行政审批项目
和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我省再取消、调整和下
放66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5个子项，取消
和下放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57项。

依据《决定》，水路运输企业设立及
经营跨省辖市水路运输审批由省交通
运输厅下放到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航
务管理部门；一次性开发 400 公顷以上
国有荒山、荒地、荒滩的审批，由省国土
资源厅下放到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
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此外，我省取消
了省工商局的企业年度检验、省质监局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年检、省安全监管局
的煤矿矿长资格许可等多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

我省取消调整下放
66项行政审批项目

（上接01版）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

6月27日批示：闫胜义同志在基层法庭
27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兢兢业业，公正办
案，执法为民，在农村的平凡岗位上作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令人可敬可亲，应大力
宣传，全省政法干警应向他学习。

7 月 3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
萍批示：闫胜义同志 27年如一日，扎根
基层，心系群众，公正司法，模范践行了
焦裕禄精神，是新时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楷模。要继续加大宣传力
度，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发挥好示范引路作用，形成广大党
员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夏杰 7 月 2 日
批示：闫胜义同志 27年坚守基层法庭，
办理 2600多起案件，无一例错案，为群
众排忧解难，树立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好
形象，当选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
部。建议进一步挖掘和宣传闫胜义同
志的先进事迹。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任琳贤）7
月 11日上午，河南省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
省消协）召开“马上维权行动”媒体通报会。
省消协秘书长王伟对上半年的第一季“3·15
马上维权行动”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第
二季活动的开展作了部署安排。

在第一季的维权中，省消协针对消费者
大量关于电信运营商营销和服务的投诉，约
谈了我省的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
并下发了整改劝谕函。日前，河南移动对于
消费者意见最为集中的“手机剩余流量当月

清零”的霸王条款作出积极回应，将采取整
改措施，使流量的使用时间延长到 3个月至
半年，即流量当月清零改为一个季度或半年
结算一次，当月未用完流量，可累积至下个
月继续使用。

“河南移动已经书面回复了我们，估计
很快就会作出调整。”王伟表示，省消协还对
尚未改善的河南联通与河南电信公司进行
继续约谈，督促其进行改善。

王伟表示，在第二季的“马上维权行动”
期间，除电信服务维权，省消协还会对房产

市场中介机构的侵权行为、家政服务市场设
置不公平交易条件、汽车 4S 店加价售车和
不执行国家“三包”规定等问题进行处理，并
开展社会评议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向消费者
发放数千份调查问卷。

“马上维权行动”第二季活动期间，向社
会和广大消费者公开征集电信服务、家用轿
车销售服务方面的典型案例和侵权线索，并
及时处理、曝光和解决。

省消协投诉电话：0371-65719315
省消协投诉邮箱：hnxx315@126.com

省消协召开“马上维权行动”媒体通报会

移动流量“月清”或将变“季清”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近日，省消
防总队宣传处联系协调腾讯大豫网，联
合推出“灭火嘉年华 快乐大闯关”河南
消防网络知识竞赛。目前，竞赛专题页
面已在河南消防网和大豫网同步上线。

竞赛分为线上、初赛、决赛三个阶
段。线上（7月9日-7月27日）：网友可
通过专题页面、微信、微博在线回答问
题，后台筛选评出答题时间最短、正确
率最高的前 500 名网友进行初赛。初
赛（8月1日-8月24日）：腾讯大豫网开
辟线上报名通道，分组进行线下复赛。
决赛（8月26日）：在郑州本地水上乐园
举行，以趣味挑战为主。

竞赛组织方还同步研发、上线了手
机、平板电脑等新兴媒体快速答题通
道。网友可通过关注河南消防官方微
博、扫描微信二维码登录答题入口。

灭火嘉年华
邀您大闯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