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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层何妨“静悄悄”

革除千年遗风
——沈丘县以红白事简办移风易俗的探索

□墨人

日前，某县县委书记在全县开

展的“千名干部进百村入万户”活动

中，为了真实掌握工作开展情况，静

悄悄地下乡，先是直奔田间地头走

访普通农户，然后再针对问题督办

“擂”干部，最后才听工作队干部的

介绍，收到了良好效果。

下基层是一种了解情况、解决

问题的工作方法，也是密切联系群

众的重要途径。然而，一些地方、一

些部门，“预约式”调研盛行。在下

基层调研之前往往是提前几天下文

件、发通知、打电话，让下级单位有

充裕时间“踩点”。于是，调研的线

路被预先设计好，访问的“群众”被

精心挑选好……

如此一来，领导见到的情景是

经过“导演”好的，看到的“人物”是

经过“包装”过的，听到的声音是经

过“加工”了的。这样的下基层，表

面上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听到的却

是“ 官 腔 ”而 非“ 民 调 ”，看 到 的 是

“官绩”而非“民情”，注定不会有好

效果。

相比之下，“静悄悄”地下基层

值得提倡、值得点赞。其一，“静悄

悄”地下基层，可以不被基层牵着鼻

子走，能掌握平时听不到、看不到、

想不到的新情况；其二，“静悄悄”地

下基层，没了层层陪同，可以减少对

基层正常工作的影响和干扰；其三，

先“静悄悄”地下基层，待弄清情况，

再大张旗鼓“擂”干部，能够更好地

督促基层改进工作。如此“静悄悄”

地下基层，不仅是尊重群众、依靠群

众、为了群众的生动体现，也恰恰是

下基层的应有之义。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

路线。毛泽东同志曾发自肺腑地说

过“见不到群众就憋得慌”，并指出

“要了解情况，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

辈 子 也 不 会 真 正 懂 得 中 国 的 事 情

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想听真话、

摸 实 情 ，就 不 能 走 马 观 花 ，浮 在 表

面，更不能听任摆布，提前布景，而

要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开动脑筋，

迈开双脚，掌握主动权。

应提倡“静悄悄”地下基层，让

下基层调研真正成为体察民情、洞

悉民意、了解实情、引导决策的“窗

口”。6

最近，笔者在下乡调查时发现，农村养狗存在的安全隐患令
人担忧。

据了解，近年来，农村养狗户逐年增多，家狗的数量大幅
度上升。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在农村的壮劳力都到外地打工
去了，留守的老幼养狗用来看家护院。表面上看养条狗看家
不是什么大事，殊不知其隐患却不容忽视。隐患之一，养狗
的无序性。农村养狗根本无人管，导致狗的数量泛滥；隐患
之二，这些狗大都未接种过疫苗，其中不乏病狗，一旦伤人，
后果严重；隐患之三，由于村民们不习惯“圈养”或“笼养”，众
多家狗成群结队在村内外随意狂吠乱窜，随地撒尿拉屎，既
污染环境又影响村民休息；隐患之四，个别患病家狗在得不
到及时处置时四处“行凶”，咬伤人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养狗卫
生防疫知识的宣传，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规范村民的养狗行
为，对各村养狗情况进行逐户登记造册，定期接种疫苗；尽可
能要求农民朋友拴养、圈养等。6 （卢学波 梁锦学）

因工作的原因，笔者经常下乡
调研乡村建设。在调研中发现乡村
公路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已不适应
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急需提高质
量和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一是设计标准太低。乡村公路
大多是十几年前设计修建的，路面
太窄，多在 3米宽左右，也没有会车
道。近几年，不少村民都购置了小
轿车和农用运输车辆，乡村游也方
兴未艾，但是狭窄的乡村道路已完
全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节
假日期间乡村堵车现象已经十分普
遍。二是重建设、轻管护问题突

出。调研中发现有的乡村公路修通
没几年就坏了，不是路面断板，就是
坑洼不平。究其原因，是施工不规
范、不科学，也没有很好地的养护。
三是乡村公路应多些交通指示指向
牌。现在，基本上村村都通了公路，
但笔者发现很多公路及路口没有设
置明显醒目的指示路牌，即使有指
向牌也小得让人看不清楚，以致外
来驾车者摸不着东西南北。

希望乡村公路提质提标，成为
服 务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阳 光
路。6

（王天立）

每年夏天，各地都会出现溺水死
亡事故，大部分事故是游泳者在河
流、湖泊、水库等野外游泳时发生
的。野泳的安全隐患人人皆知，但仍
有许多人选择野泳。这就导致了年
年强调禁止野泳，但溺水事件不断发
生的悲剧。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安全面
前，任何借口都是无力的，选择野泳
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敲
响防溺水的安全警钟，进一步加强对
野泳现象的疏导，尽量避免因野泳导
致的溺水悲剧。相关部门要联合起
来，对重点水域和部分野泳现象集中

的地方加强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牌，
设立安全隔离带、防护栏等。要加强
日常巡查，开展拉网式检查，禁止市民
到湖中、河中游泳，发现险情、隐患要
及时消除。同时，也要满足和适应老
百姓的健身需求。可以通过建立一些
收费低廉的大型露天游泳池等，让爱
好游泳的人有地方安全游泳。

最重要的是，每个市民都要增强
安全意识，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尽量
选择到正规游泳池游泳。家长也要
教育好、看管好孩子，避免暑假期间
孩子野泳发生意外。6

（张军停）

□本报通讯员 黄海涛 辛曼

“金用火试，人用钱试。花钱多少
最能看出男方的诚意！啥都简办，传
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别人家都是
要这要那，凭啥俺闺女就白送？”两年
前，沈丘县卞路口乡老张家大女儿定
媒，村干部向他提出红事简办时，老张

“寸步不让”。没办法，男方只好又买
车又盖房，借钱买三金、下彩礼、摆酒
席……硬撑着把媳妇娶回了家。不
过，外债欠了10多万。

可不久前，二女儿出嫁，老张一分
钱彩礼没要，事办得简单又朴素。“嫁
闺女不是卖闺女！花钱越多，男方负
担越重。不能像大闺女那样了，过了
门就得还债，受穷又受气。”老张说，

“老百姓过日子，要那份虚荣干啥？闺
女能在婆家直起腰杆过日子，比啥都
强。”

短短两年，老张前后思想观念的
“180度大转弯”，是沈丘县“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缩影。

大操大办——
“结不起婚，死不起人”

不知从哪年开始，在豫东地区，下
彩礼开始流行“一动不动”的说法，“一
动”指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不动”指
到县城买房或者在农村新盖两层楼
房。彩礼钱从多年前的“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涨到“六万六”“八万八”，
甚至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彩礼重，婚礼也不能省着。每逢
好日子，迎亲车辆在路上排成长龙，浩
浩荡荡几十辆；婚纱摄影、婚礼主持、婚
庆摄像等，一样不能少；婚宴大都请厨
师做或直接去饭店，一人结婚，全村参
加。一场红事办下来，普遍花费在30
万元左右。很多人掏空了家底，甚至有
人外债高筑，沦为了“隐性贫困户”。

白事的花费也“水涨船高”。有人
讲起过去的一个事例，卞路口乡王庄村
一位老人去世，从守灵行孝到出殡送
葬，几乎全村出动，前后搞了五天，花费
8万多元不说，一家人都累病住院了。

不少群众感慨：“结不起婚，死不
起人。”

“老大难”——
“‘大’在千家万户，‘难’在除旧布新”

风俗是表象，根子是人的思想。
在农村，红白事讲排场是多少代人沿
袭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

在走访中，有群众表示，“结婚、死
人一辈子只办一回”，不想简办留遗
憾。也有群众说，彩礼高是因为“婚后
女方家少了一个劳动力，男方就该用
彩礼去弥补”。

该县王庄村的曹大娘这种思想就
曾经比较严重。前年，女儿出嫁的当
天，曹大娘趁机又跟男方加了1.8万元

的“上车礼”，男方不给的话，不许女儿
上车。逼得准姑爷直哭，可最终还是
同意了：“二十四拜都拜完了，哪差这
一哆嗦。”

实际上，更多的群众对陈规陋俗
内心是反感的，可谁都不敢“捅破那层
窗户纸”，只好被动追随。该县北城办
事处的王进常年在上海打工，思想相
对开放，与邻村姑娘自由恋爱多年，
2015年他提出旅游结婚。可最终还是

“缴械投降”了。王进说：“我打心眼里
不想大办，可两边的‘七大姑八大姨’
问得我都受不了。”

移风易俗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因为它包含着人情、面子、观念等诸多
因素。“老”在千年遗风，“大”在千家万
户，“难”在除旧布新。

堵疏结合——
“重在宣传引导，贵在坚持不懈”

移风易俗，除了政府出台文件，还
要把“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小事不办”
写进村规民约，定出具体标准，由各村
红白理事会去执行。“俺村现在不论谁
家办事，都由理事会统一管理。烟、
酒、菜、用车等各项花费都不能超标，
否则，理事会不派人到场！”杜庄村村

民杜华说。
一边改陋习，一边还要树榜样。

移风易俗，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各
乡镇都划出“硬杠杠”，比如：领导干部
办红白喜事要到纪委和组织部备案，
随礼最高不超过 200元、酒席最多不
超过20桌等等。“党员干部办红白事有
了规定，人情负担减轻了不少。”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沈丘县还
广泛开展了评选“好儿媳”“好公婆”以
及“文明户”等活动，用身边事引导身
边人。“在过去，如果老人丧事办小了，
总怕别人说不孝顺。现在大伙都明白
了，生前厚养才是真孝顺。”在走访中，
县城居民王磊深有感触。

移风易俗，除了“破旧”还得“立
新”。大力提倡旅行婚礼、集体婚礼，
放飞爱情鸽、种植爱情树，既节俭又
浪漫。清明祭扫，提倡以献花、植树
代替过去的爆竹、纸钱，提升环保理
念。

现在，群众已尝到了移风易俗的
甜头。周营乡农民谢辛凌说：“过去一
年挣的钱，一大半用到‘人情份子’上
了，咋会不穷？现在好了，红白喜事都
提倡简办，省心又省钱。”

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沈丘县农
村操办红白事费用普遍降低1/3。6

5月 6日，郑州市商城路（商代城墙西侧）南
侧非机动车道上，一根部断裂、废弃的电线杆倚
树而站，杆顶被绑在树枝上，着实吓人，请有关单
位尽快妥善处置。6 崔清林 摄

乡村公路建设急需提质提标

野泳是对自己不负责

“五一”期间回农村老家，笔者乘坐的新农巴士车厢里挤
满了进城做小买卖、走亲访友的老乡。由于农村公路较窄，
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和小轿车川流不息，几次出现险情，却见
车厢内的乘客没有几个系安全带的，农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意
识令人担忧。

随着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客运市场发
展迅速，但乘客自我安全教育不可忽视，安全带是乘客的“救
命带”，不能成为摆设。

安全带是保障乘客在交通事故中不受伤害或减轻伤害的
一种有效设置，事故发生时系与不系安全带后果明显不同。特
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乘客更应该系上安全带。可是，有些乘
客往往因为怕麻烦、不舒服、不方便而不系安全带，还有些乘
客发车时按规定系上了安全带，可等车辆出站、上路之后，又
偷偷把安全带去掉，等到事故发生时，后悔晚矣。

因此，对农村乘客的乘车安全教育还要加强。对那些
不愿意佩戴安全带的乘客要讲明利害关系，做好耐心的解
释工作，同时对达不到“六不出站”要求的，坚决不发车，把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6 （靳国良）

电线杆带病“上岗”，险！

图① 根部断裂的电线杆倚树而站
图② 电线杆根部断裂特写

新农巴士安全带
不能成为摆设

农村养狗安全隐患令人忧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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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以公开方式
处置以下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本
次资产包编号COAMC2018HA01。

对我司持有的境内（主要集中河南省内，
河南省内户数占比99%以上）3521笔债务所
享有的债权（部分为物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进行公开处置，截至2018年4月30日，该资产
包项下未偿本金人民币43.46亿元（含抵债资
产），未偿利息以接收档案及实际计息为准；标
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特别提示：本次资产包标的资产信息
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
权（及部分物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
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
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我司对此不
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
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然
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
的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
情况,请查阅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或与
交易联系人接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
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迎社会各界
向我司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
其他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联系人：史先生 李先生

电话：0371-65714094 65744715
手机：13526666629 13837110066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6号
邮编：45000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371-6574471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郑州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371-6563961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

局 电话：0371-69332816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

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6月15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2018年5月1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处置不良资产包公告

近日，国网延津县供电公司组织
开展全面推进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目标任务集中研讨活动圆满结束。
该公司各基层党组织和政工部门负
责人积极畅所欲言、献言献策，围绕
对标管理年和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等党建重点任务落实，紧盯目标谋
划抓好党建新思路，从严从细强化党
建工作任务和责任落实。据悉，今年
来，该公司着力深化党建发展思路解
读和落实，紧紧围绕“旗帜领航·三年
登高”党建工作计划，完善党建工作
责任考评机制，切实做到党建工作有
部署、有抓手、有落实、有考核。一、
以培训促提升、强化党建队伍建设。
突出抓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定

统一学习内容清单。二、以标准抓提
升、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按照《国家
电网公司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指导手
册》要求，围绕组织建设、组织生活、
党员管理、信息台账和活动阵地“五
个标准化”建设目标。三、以对标帮
提升、强化考评机制建设。建立党建
对标管理网格化体系，以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工作述职述学评议为抓手，将
党建考核结果与部门业绩考核挂钩，
督促党组织书记扎实履行党建工作
主体责任开展“三亮三比”党员承诺
监督，实施“党员+党支部”典型培育
计划，营造“不忘初心、向先模人物看
齐”的浓厚氛围。

（乔星昭）

“三个提升”引领党建工作上台阶
新乡卫滨区卫计委以预防为主，

全方位、多角度狠抓党员干部党风廉
政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一是开
展以案促改活动，认真查摆思想上、
认识上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制定岗位
廉政风险点防控制度，构建不能腐、
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二是充分利用
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党员主题党
日活动等党的生活会形式，学习党章
党规党纪，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理论
学习，提升敬畏法律法规的思想自
觉。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分层次
建立领导班子学习群、组织生活群
等，不定期转发上级政策和典型案
例，提高自觉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四
是组织参观廉政警示基地，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面如何把握自我，坚守
思想防线。 （孟蕾）

狠抓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