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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有话直说

□王水田

农村版

正确对待
落选的村干部

建言献策

□韩宏伟

村级换届要选准配强班子

基层呼声

□贾玉仙李颖博

赵安金
千里捐书 情系母校

特别提醒

□屈效东

风正帆起好远航

凡人善举

□段专军文/图

采食野蘑菇
要格外当心

中原影像

□乔光

高庄镇换届选举村委会

时下，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已全面展开，势必会有一些原

村委干部落选。

在往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中，大部分落选的村干部都能

够调整好心态，全力支持新村

委班子的工作，使整个村里的

工作有序并顺利进行。但也有

极少数落选的村干部，在思想

上一时想不开，不能正确对待

群众的选举，采取种种借口或

不正当手段来干扰村里的各项

工作。既影响了新村委班子开

展工作，又扰乱了村民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对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产

生了不利因素。

正确对待落选的村干部，

事关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的稳

定。乡镇主管部门要采取一定

的措施予以关注：

一是进行思想安慰。应主

动深入到落选村干部家中走访

慰问，做好思想安抚和情绪疏

导工作。既肯定他们在任期间

的工作成绩，引导他们抛开思

想包袱，积极支持新一届班子

开展工作，又帮助其总结在任

期间的管理经验教训，让他们

放下思想包袱，帮助和鼓励他

们落选不落后，避免因落选而

产生的失落感。

二是解决生活困难。为

了让落选的村干部感受到组

织的温暖，在邀请其参加各种

政治学习活动的基础上，对家

庭困难的落选村干部要进行

帮扶，对符合低保和医疗救助

的应优先按政策落实。真心

实意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

并开展必要的送技术、送信

息、送物资活动，帮助他们实现

家庭致富。

三是发挥骨干作用。在做

好思想和关心生活的同时，要

充分征求他们对村发展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在

村级事务中的作用。

同时，还要发挥他们协调

能力强等优点，让他们参与村

中治安联防、邻里纠纷调解工

作，促进和谐稳定。要发挥其

熟悉政策的特点，使他们成为

政策法规宣传员和市场经济信

息员，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积极的

作用。

10月29日，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

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河南红旗渠国税局）举

办的纳税人学校在林州市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红旗渠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开班授课。

河南红旗渠国税局成立于今年4月

29日，是林州市红旗渠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成立后区内设立的第一家垂直机构，负责

500余户纳税人的国税税收征管和纳税服

务工作。河南红旗渠国税局坚持以“两服

务，四满意”为中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

务纳税人，力求使纳税人满意，政府满意，

干部职工满意和上级机关满意。

4月30日，河南红旗渠国税局挂牌成

立第二天就在林州市陵阳镇政府会议室举

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产业集聚区税收政

策现场辅导会。向企业讲解了有关税收政

策、省市局便民办税新规定，发放“产业集

聚区税收政策及服务指南”、“致广大纳税

人的一封信”等税收宣传资料及印有国税

局领导及科室负责人电话的“便民联系

卡”，架起了与纳税人沟通的桥梁。6月11

日下午，他们与安阳市国家税务局机关青

年税收宣传队一行7人走进红旗渠经济开

发区，开展“送政策，送服务，谋发展”活动，

由市局机关青年税收专家集中讲解相关政

策后，又现场解答纳税人关心的税收问题，

取得了圆满成功。8月27日，举办“国税大

讲堂”走进企业宣讲会，在林州市重机集团

会议室组织税法大讲堂活动，林州重机集

团和凤宝集团等单位财务会计28人参加

了学习。

河南红旗渠国税局还规范和完善办

税服务工作制度。一是明确局长带班制

度。办税服务厅每天安排一名局长和办税

服务厅主任带班，处理突发事件和办税疑

难问题。二是优化业务流程。按照《全国

县级税务机关办税服务规范》和省局相关

规定，扩大即办事项范围，共梳理了6大类

89项业务，其中：一般纳税人认定、资产损

失申报、重新税务登记、延期申报及所得税

税收优惠备案等39项业务由限办业务转

为即办业务，即办业务由37项增加到76

项，占全部业务事项的85.39%，限办业务

由52项减少到13项，占全部业务事项的

14.61%。限办业务则由综合管理岗统一

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精简报送资料，大力

推行“免填单”服务，包括3项免单、9项签

单、6项简化填写、9项电子填单。办理时

限缩短50%以上，共计缩短了70个工作

日，真正体现了纳税人所想就是我们的工

作指向。

根据辖区内企业多为林州市的纳税

大户，个性特征十分明显的特点，该局提供

个性化服务。凤宝物流公司是营改增企

业，会计核算与政策要求不尽相符，该局派

专人到企业辅导账务核算，规范管理。凤

宝物流公司今年已纳税1400余万元。河

南红旗渠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取得自营出口

权，税源管理科及时主动到企业进行相关

政策讲解，使企业及时正确核算税金。林

州凤宝管业、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

公司是辖区内的两个高新技术企业，国税

局综合业务科多次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加

强核算，更好地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受到企

业好评。优质的服务，换来的是纳税人的

遵从，截至10月29日，该单位实现税收

11200万元，达到上年全年水平，地方级收

入4476万元，增长80%。

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局长裴社奇说：好机制关键在于坚持，纳税

人学校开班后，将坚持每月组织一到两次

的学习，提高税务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服务水平，提高纳税人依法办税和主动监

督税收执法意识，达到始于纳税人需求，基

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的目的。

裴社奇表示，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要求，按照国税总局“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要求，打通服务纳税人最后一公

里，让便民春风永驻红旗渠畔，永驻河南红

旗渠国税局。

风正帆起好远航。河南红旗渠经济

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是一个年轻的机构，他

们开办的红旗渠纳税人学校开启了服务纳

税人、规范税务人的新征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班子的选

配，直接关系着基层组织的稳定和农村社区

的发展。

当前，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启

动，选配什么样的人进班子成为乡镇党委高

度关注、基层群众特别关心的话题。有的人

拉选票搞贿选，有的人不关心不过问，有的

人乱承诺不作为。“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的是干部。”由于距离群众最近，村级班子的

形象直接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选准配好

一个好的班子，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因此，选配村级班子一定要

加强领导、严格把关、认真组织，真正把那些

想干事、能干事和干成事的优秀人才选拔到

村级班子中来。

想干事，是一种状态，一种激情。有些

人对干事创业，总是缺乏激情。有的得过

且过不想干事，有的心态失衡不愿干事，有

的怕承担风险规避干事，有的对事情挑肥

拣瘦，因利择之。就是这种状态引发矛盾

纠纷多、村民收入低、治安状况差，村级班

子瘫痪、上访事件不断。因此，在基层换届

中，一定选准那些想干事的人才，通过想干

事、勤谋划，才能率先垂范带动群众致富奔

小康。

能干事，是一种能力，一种胆识。作为

村级班子的一把手只有想干事还是不够的，

必须会干事。要赋予群众更多的知情权，要

在干事前，搞好调研，抓好谋划，明确干事的

目标。干事中，抓好组织协调，明确工作重

点，把握重要环节，须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

题，及时提出新对策、新办法。干事后，听一

听百姓的反映，看一看办事的效果，及时总

结经验教训。

干成事，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是想

干事与能干事的结晶。作为一名想干成事

的领导人，一是要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

法律法规，努力提升自身修养。坚决不能依

仗自己的人缘关系欺村霸市，依仗兄弟多、

家族大私设公堂，干违法乱纪的事情。二是

要手脚干净，坚决不能贪污挪用国家的惠农

资金。三是在事关村级发展中，一定要多调

查、多研究，引进资金领办企业，要兼顾农民

就业和生活发展。四是要正确处理好班子

成员的关系，不能搞一言堂，要尊重其他同

事，要认真聆听意见和建议，在处理村民纠

纷时，不能徇私舞弊偏听偏信。五是要当好

村民致富的领头雁，在无支柱产业的村，要

按照宜林则林、宜菌则菌的理念，带头发展

经济产业。

因此说，在当前换届选举中，要充分听

取纪检、计生和信访等部门的反馈和意见，

选准配强村级班子，以强有力的基层班子带

动经济发展，实现村民增收致富。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启动，时间从10月底开始，到12月结束。按照全镇统一安

排，各村党支部正在召开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座谈会，向他们宣导选举政策和方案，征求他们对选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利用广播、

标语，大造声势，让广大选民了解选举的政策。各村也及时公布3年来村委会财务收支情况，接受村民群众监督。通过召开两委扩

大会议，制定出推选选举委员会时间。

今年2月以来，林州市

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共受理

各类案件620余件，接收扫

描各类文书730余份，接待

律师80余次，向法院、公安

移送卷宗1300余册。为解

决案多人少的问题，不断提

高工作效率。

一是不断强化业务知识

和信息化学习。使负责不同

岗位的干警都全面熟练掌握

案管业务，成为“多面手”，开

展以案件信息公开为核心的

检务公开工作，推动案管工

作的信息化和规范化，切实

提高案管部门工作效率。

二是内部强化配合，与

外加强沟通。注意探索建立

内部协调配合机制，专门与

侦监、公诉、控申、民行、监所

等业务部门沟通，保证有专

人负责案件的送达受理工

作，并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

法院的配合，保持联系的畅

通，使实体卷宗高效有序移

送。

三是合理安排辩护与代

理的预约，提高律师阅卷效

率。在受理律师阅卷申请

后，及时联系案件承办人，合

理安排律师阅卷时间，对于

重大复杂案件实行提前预

约、集中阅卷的方式，既保证

了案件承办人审查卷宗的时

间，同时也节约了辩护律师

的阅卷时间。 （尚怡）

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尽

管现在已不再是物质匮乏的

年代，但我之所以还想起一摇

就响的货郎鼓，还是因为在那

个年代里，摇响的货郎鼓声

里，有我童年最盼望的东西，令

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一种特别的

滋味。

那时候，摇货郎鼓的大多

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满

面尘色，胡子拉碴，双手推着

一辆放满针头线脑、皮筋弹

子、发卡头绳等零碎日常生活

用品的架子车。要是放在今

天，相信没有多少人对这样的

人及其兜售的物品感兴趣。

但是，那时的我们正是一群小

屁孩，对当时的环境满脑子充

满了新奇。所以，每当听到货

郎鼓声，我们就知道货郎来

了。于是，我们这些光着身子

的半大孩子，就会急急地从鸡

窝里、窗台前、甚至钻到床底

下，寻找一些旧鞋底、麻绳头、

废胶皮等杂七烂八的东西，胡

乱地抱在怀里，冲出院子，从

四面八方围拢到货郎跟前，七

嘴八舌，吵吵嚷嚷地要这要

那。女孩子会带着几分羞涩，

指着各种颜色的头绳、发卡、

橡皮筋、小镜子慢声细语地与

货郎大叔讨价还价。男孩子

则盯着自己喜欢的玻璃球、糖

豆、鸡毛毽子，一遍遍盘算着，

自己带来的废品会不会换来

自己心仪的玩具。最让人羡

慕的是那些大娘大婶，她们到

了货郎摊前，一边和货郎开着

玩笑，一边直接伸手拿她们急

着染布头、给鸡仔做记号的染

料或不同型号的缝衣针等。

待这些东西挑齐后，她们会从

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从中

取出几张数额不等的角票，极

不情愿地交给卖货郎，并且一

遍遍地嘀咕着每样商品的大致

价格，唯恐稍不留神，自己会吃

大亏似的。

再看卖货郎，这时也显得

特别大度。比如，他在卖给女

孩子扎头绳的时候，会在刻有

尺度的车身上认真地丈量着，

嘴里还高声地说着一尺、两尺、

三尺……当满足了人家的要求

后，还会有意地多给那么两三

寸，让买主高高兴兴地离开。

有一次，我拿了4只旧胶底鞋，

要求与卖货郎兑换一个五颜六

色的玻璃球。卖货郎用手托着

旧胶底鞋，眯缝着眼睛，微蹙着

眉头，似乎在估摸着手上的物

品价值几何？而我，则高悬着

一颗心，唯恐双方达不成交

易。当卖货郎轻轻地把旧胶底

鞋放入货架，把一个幻着彩光

的玻璃球递给我时，我立刻成

了群童中的英雄。他们围着我

欢呼着，雀跃着；我呢，紧握玻

璃球，唯恐被人家抢了去。

现在想来，那时，靠货郎鼓

招摇卖出的那些货色，实在不

怎么样。但是，对于生活在那

个特殊年代里的人来讲，由于

物质极度匮乏，即使是劣质货

色，我们也会看得很重，直至会

把这种记忆沉淀到现在，直到

永远。

一位60多岁的退

休老干部，吃了自己

采摘的野蘑菇竟拉起

了肚子，后花了几百元钱吃药打针才好转。

这位在宁陵县住建局退休的老人叫王铁

栓，这些年他的饮食清淡，以素食为主，除了吃

白菜、萝卜、豆芽之外，他特别爱吃蘑菇。

最近，豫东一带连降中雨，常在城外杨

树林逛游的他发现林子里有一个倒垃圾的

地方长出了许多白白嫩嫩的鸡腿蘑菇，他就

把这些蘑菇拔掉装进袋子里拿到了家。当

晚，老伴掺了些菜叶爆炒后，他就津津有味

地吃起来。

半夜里他突然感到肚子疼，就起来跑进

卫生间，不到天亮就连进5次卫生间。得知

此消息的儿女忙赶过来，把他送进县医院。

当医生问他近日吃了什么东西时，他说吃了一

些蘑菇。

可这蘑菇是人常吃的鸡腿菇，他咋就会拉

肚子呢？当医生问他采蘑菇的地址及环境，他

说在城外树林一倒垃圾的地方。医生笑着说，

蘑菇虽没毒，垃圾里有细菌甚至有病菌，所以

你才患上细菌性痢疾，只有打几天吊瓶才能好

转。以后，采食野蘑菇也好，采食野菜也好，都

要当心，免得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弄坏了身体。

近年来，在

农村由于用电不

当造成火灾、触电

致死致残的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悲剧的发生，

既给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了身心伤害，也给广

大农村用电户敲响警钟。

如今，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

种农用电力设备和家用电器陆续走进寻常百

姓家。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农民对于如何

安全使用却极为生疏，对于一些电力设备的

安全性能更是不甚了解，在这种状态下使用

无疑增加了危险系数。据了解，很多农民安

全用电意识淡薄，违反规定私拉乱接，不按照

说明书上的正确方法使用。比如，有的农户

家用电器逐年增多，原有的线路没有及时更

新，加上过于集中使用，造成线路、电表负荷

增大，往往容易烧毁保险丝，有人图省事干脆

用铜丝、铝丝来代替，一旦短路就容易酿成事

故；还有的电源开关、插座安装过于简单随

意，电线裸露、老化严重、漏电保护装置缺乏

等现象司空见惯。

这些做法源于农民缺乏安全用电常识。

为此，呼吁电力主管部门必须重视起来。一方

面加强对农电技术人员的学习培训，加强农村

安全用电管理；另一方面运用电视、广播、报刊

等宣传工具加强对农民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

教育，普及安全用电知识。电力部门应经常下

村进户，对农村突出的私拉乱接、违规用电等

行为进行检查、纠正，指导帮助农民安全用电，

减少和杜绝各种用电隐患。

强化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林州市人民检察院系列报道之二

加强安全管理
杜绝用电隐患

——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优化纳税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宋保云

远逝的货郎鼓
社会百态

□王新立

10 月 31 日 上

午，由云南省检察院

宣传处处长赵安金

捐助1000余本图书而建的图书室，在他的

故乡母校——渑池县段村乡赵沟小学，开始

面向学生开放了。同学们荡漾在图书的王

国，品味着知识的琼浆，心中对赵安金充满

了无尽的感激之情。

赵安金的小学时代是在赵沟小学度过

的。虽然他后来参军并转业到云南省检察院

工作，但他对故乡母校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

逾久浓烈。

今年暑假期间，赵安金特意打电话询问母

校的情况，当他了解到母校的孩子们缺少图

书、视野闭塞时，当即表示要为母校捐助图书，

让同学们学好知识、上好大学、干好事业。接

着，赵安金开始四处募捐图书，一方面他出钱

购买新书，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藏书，另一方

面他发动系统内的同事们捐书，很快准备了

1000余本图书，千里迢迢运回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