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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呼，“会”有所应。
从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到民法总则草案彰显以民为本；从“两会部长通道”上国
务院部门负责人主动发声，到十几场记者会积极回应热点
问题……网友们称赞，“民众的关切就是党和政府的牵
挂”，今年两会对网民关注话题回应之多、落实之快为历
年两会之最。

“零距离”

打开新华网2017年两会热点调查网页，收入分配、房价
调控、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教育公平是网民最关注的话题。

这些话题正是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问题，也是相关部
门负责人回应关切的主要方向——对于收入分配，全国政
协委员侯云春认为，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应
加大税收调节；对于房价调控，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说，
坚持去库存与防过热并重；对于环境保护，政府工作报告强
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对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险学
会会长胡晓义委员称，我国有能力应对老龄化；对于教育公
平，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一定要实现教育脱贫攻坚。

两会开幕前，中国政府网联合多家网络媒体发起“我
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从30多万条网民留言中筛
选整理出1500多条建议转交给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

网友们说，“两会关注到了我的建议”，“通过互联网
参政议政确实有成效”，“会继续为国家建言献策”……他

们认为，两会议题与群众呼声实现了“零距离”。
“党和政府真正把老百姓装在了心里，这些我们都看

在眼里。”网友“当年初雪”说。

“获得感满满”

全面放开两孩给一些网民带来“甜蜜的烦恼”，他们
担心生育没有床位、幼儿园难进。网友“静静的雪”说：

“生了二宝，意味着双倍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真怕养
不起。”对这一热点话题，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主管部门负
责人，都作出回应。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生
育医疗保健服务。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
道”上表示，要通过加强省市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等，在

“十三五”期间增加产科床位8.9万张，加强重症孕产妇和
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建立绿色通道。

财政部部长肖捷在记者会上也作出回应，适当增加与
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包括有关两孩家庭的
教育等支出以及其他专项扣除项目。

同一个问题，多个部门回应，网友直呼“获得感满满”。
从异地就医结算到告别以药补医，从大病保险力度加

大到扩大医保范围，从网购退货办法到提高养老院质量，
从缓解交通拥堵到放心旅游……凡是老百姓关心的事，几
乎都能在两会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网民“何去何从”说：“两会称得上是信息发布的大

平台，有这么多老百姓的福音，一整年都有幸福的盼头。”

“执行力惊人”

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一直为公众所关注，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年内全部取消。工信部随后发布消息称，取
消日期为10月1日。网民对此纷纷发问：既然要取消，能
不能提前？

针对网民的关切，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11日在记者会
上说：“我在这儿表个态，我们会积极推动企业加快工作
进度，克服各种困难，在确保相关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到位
的前提下，力争提前完成这个目标。”

“效率爆棚”“执行力惊人”……对于政府部门如此快
速的反应，网友们纷纷点赞。

对难题不回避，而是积极解决；对工作不拖沓，而是
加快进度。今年两会的各场记者会，政府部门负责人坚持
讲实话、道实情，不断发出令网民称赞的好声音。

针对数字脱贫现象，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斩钉截
铁地说：“没有达到标准不能硬脱贫。”针对雾霾治理，环
保部部长陈吉宁说：“一定会比发达国家解决相同问题的
时间更快。”针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商总局局长张茅
说：“天下少假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网友“清风传奇”说：“部长们的话说得越坚定，我
们心里越有底，这样务实高效的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据新华社）

“民众的关切就是党和政府的牵挂”
——网民称赞两会对热点话题回应多落实快

不能及时上机动车号牌
反映问题：年前我去市公安局车管所上车牌，他们的

工作人员说没有原材料做牌照，这给新上户机动车车主带
来不便，请相关部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办理单位：市公安局
办理结果：我市机动车号牌制作材料需向省公安厅购

买，由于元旦节前托运牌照原材料的车辆在通往商丘的路
上发生故障，未能按时到达商丘，造成商丘机动车号牌制
作原材料断货，延误了新上户机动车车主领取号牌。经电
话核实，反映人的机动车号牌现已安装完毕。

非法加油站仍在经营
反映问题：睢县孙聚寨乡“临河石化”加油站被关闭

之后，仍然在非法经营。
办理单位：睢县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睢县县委民意办联合该县县委宣传部、县

政府，协调孙聚寨乡、县商务局、县公安局、中石化等多
部门迅速行动，按照“依法依规、积极稳妥、从严从快、
分类处置”的原则，拆除了“临河石化”黑加油站的设
备，没收了非法油品，对其加油罐予以注沙、注水并封
存，启动了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程序。

小区存在不少问题盼解决
反映问题：我在梁园区温馨家园小区住了快十年了，

我们这个小区存在很多问题，一直没解决。一、没有门
卫，影响到住户安全；二、现在院子里的停车位紧张，很
多业主就在公用停车位上安装停车器，导致其他业主无法
停车，造成邻里关系不和；三、电动自行车没有专门的停
车棚，只能停在楼道门口。

办理单位：梁园区人民政府
办理结果：经调查，温馨家园小区位于梁园区与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接合部，建成于 2008年，属于老旧小区。
对于反映人反映的问题，梁园区人民政府做了以下的工
作：一、关于小区门卫和车辆进出等安全问题。梁园区人
民政府现已对温馨家园小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行常态
化管理，成立居民自治委员会，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
束、自我服务的新格局，从而解决小区存在的安全问题。
二、关于小区部分业主安装停车器问题。梁园区政府已对
此情况进行排查、劝导，并划定规范停车区域。三、关于
小区内没有停车棚的问题。梁园区人民政府已通过业主自
治委员会进行组织建设，以改善此类问题。同时梁园区政
府将增加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分包温馨家园小区，为小区做
好引导和服务工作。

3月 12日，在商丘市南京路与君台路交叉口东
500 米处，绿化带内的栅栏破损严重，影响美观。
希望市民能爱护公共物品，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定期
维护。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3月 12日，在商丘
市长江西路与金桥路交
叉口旁，一块标注着

“限制货车通行”的交
通指示牌已倾斜，摇摇
欲坠，给路过行人造成
不小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3月13日，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富商大
道南段 （李庄附近），一根线杆位于机动车道中心
处。为了过往车辆的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这
根线杆挪挪窝。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在微信上点一点，坐等美食上
门，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生活中的
常态。依靠口碑传播、圈子分享，
大批物美价廉、特色鲜明的网络食
品私厨不断涌现。不过也有不少人
担心，这种所谓的自制美食是否存
在一定的卫生安全隐患呢？对此，
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自制美食在朋友圈受青睐

蛋糕、曲奇、卤味……一组组让
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图片，再加上文
字介绍，自制美食店铺在微信朋友
圈风靡。由于这些美食大多是朋友
之间相互宣传，因此很受追捧。

孙萌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她
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在
翻看朋友圈时，发现一位好友晒了
很多自制美食。“朋友做的这些美
食主要以甜点为主，比如奶油蛋
糕、酸奶、华夫饼、蛋挞等等，不
但外形好看，价钱也比市面上的要
便宜很多，还有上门送货服务。”
孙萌萌告诉记者，自己试着在朋友
那里买过几次，觉得味道还不错，
于是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进行分
享，帮着推荐给别人。

在接受采访的市民中，大部分
人都表示有过在微信上购买自制食
品的经历。有些人是通过朋友推
销，有些人则是觉得图片好看，自己
联系朋友订购。“女儿只有5岁，我会
定期在微信上买蛋糕给女儿吃，一

般都是比较熟的朋友，食品安全还
是比较放心。”市民张颖告诉记
者，以前自己也会动手做一些蛋
糕，不过后来嫌麻烦，就在朋友那里
购买，味道挺不错，也没有出现过食
品安全的问题。被记者问及是否会
担心这些食品的安全问题时，张颖
说，这些食品都是朋友自己亲手制
作的，用的食材肯定比外面的干净，
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美食质量全凭个人良心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在微
信朋友圈销售美食的人，几乎全是
兼职销售，“我有自己的工作，也
不是专职做美食生意的，但微信上
的销售还是不错的，几乎每天都有
订单。”钟爱制作“私房美食”的
马丽丽坦言，家里的厨房就成了制
作间，晚上及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也
都用来做食品。

而当记者问及食品安全问题
时，马丽丽告诉记者：“我做的所有
食品都是无添加剂和防腐剂的，这
些食品我自己都会试吃，如果味道
不好就不会往外卖。因为买的人都
是通过朋友圈知道的，大多是很熟
的朋友，所以一定要保障食品安
全。否则他们吃坏了肚子，我不但
失去了客户，连朋友也做不成了。”

无独有偶，在市区某小区居住
的孙晓佩擅长做蛋糕，也已经有一
定名气，如今在这个圈子打拼将近

一年了，每个月的收入在五六千元
左右。最忙的时候，从早晨 5点开
始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

“私人定做，无添加，安全更
放心”，这些是孙晓佩在微信上打
的宣传语。据她介绍，每一个蛋糕
都是她自己手工完成，所有的食材
也都是在超市和食品贸易公司进
货。由于原料和外面店内有所不
同，她做的蛋糕价格上稍贵一些。

出现问题难以维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与网售自
制食品不同，开办实体的餐饮店或
者烘焙店需要达到很多条件，要注
册登记，领取餐饮许可证，厨房、
经营场地都需要达到一定标准，从
业人员需要取得健康证，此外还要
通过环保部门、消防部门的审批等。

对于微信上售卖的自制美食，
业内人士表示，购买时还需谨慎。
因为这些微信朋友圈的美食大都没
有实体店，更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
所有制作过程都在自己家里完成，
食品安全其实并不能完全保证。

消费者如果通过微信购买商
品，要避免去陌生的微信朋友处购
买，以免万一出了问题，查不到卖
家的真实信息，导致投诉无门。购
买前要对商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
对，比如价格、产地等，确认清楚再
决定是否购买，不要一次性把钱打
入对方账户，最好先验货再付款。

自制美食走俏朋友圈 存在隐患购买需谨慎
本报记者 刘玉宁

3月12日，在商丘市香君路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门旁的
一条背街小巷，一些小商贩在此售卖小吃。背街小巷由于
人口密集度高、流动性大、小商小贩云集，成为城区环境
卫生中的“死角”，不少市民走进这些背街小巷的第一感
觉就是“脏乱差”。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3月13日，商丘市睢阳南路与宋城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路边停了不少三轮车和四轮车。到日月湖游玩的市民随意
把车停在此处，不仅给正常通行的车辆带来不便，这种不
文明行为也有损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编辑同志：
因方域西路北移 30米，需拆迁我们七个刚建成的商品

住宅小区，所以居民意见比较大。通过协商，我们几个代表
把建议反映给睢阳区信访局，区信访局领导及时把我们的建
议汇报给睢阳区有关领导。睢阳区有关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多
次勘测，反复调研，向市规划局反映睢阳区人民政府的意
见。经专家论证，市规划局决定按原规划南拓 30米开通广
域西路。

这样不但保住了我们七个小区约600户居民的住房，还
为政府节约3亿元左右拆迁费用，而且节约资源、能源、人
力、物力、财力，减少了大气污染，深得居民的赞扬。这也
是市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民生为重，十分重视
居民、尊重民意、顺应民愿，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
具体体现，我们借贵报一角对市区领导干部表示衷心感谢！

睢阳区天顺苑等七小区居民

尊重民意得民心

原来20多年前的

商丘古城是这样的
事件回放：商丘古城始建于明朝正德六年 （公元

1511 年），城内面积 1.13 平方公里，是国内唯一一座
“内城、城湖、城郭”保存完整的城池。商丘古城在
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1996
年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理出的这些古城照片，不仅记录了20多年来古城
的华美嬗变，更有那挥不去的浓浓乡愁……

这几天，一组名为
《商丘古城的华美嬗变
——拱辰门》的图片被
网友在朋友圈不断转发
着，这组由本报记者崔
申义拍摄并整理的图片
记录了商丘古城北城门
的 20 多年来的岁月变
迁。想看看 20 多年古
城的样子，速速扫右面
二维码吧。

网友评论：以前是在她身边长大，现在我们一起见
证她的蜕变！ ——商东南

点评：古城将要旧貌换新颜，值得一去。

遇到这种“马路牙子

刷黄漆”的线，赶紧走！
事件回放：司机们，以后上路，千万要对黄色保持

警惕！尤其是一条黄色的直线,“马路牙子刷黄漆”，这
是要美化市容市貌吗？当然不可能！其实，这是一种交
通标线。它的名字叫“黄色禁停标线”！

禁止停车线用以指示禁止路边停放车辆。本标线为
黄色实线，施画于道路缘石正面及顶面，无缘石的道路
可施画于路面上，距路面边缘30cm。

与市民熟悉的“红叉”禁停标志相比，禁止停车线
能更加详细、醒目地标出禁止停车的具体范围。

黄标线的禁停范围，是根据其施画的长度而定。即
黄标线有多长，其指示的禁停范围就有多长。

黄色实线代表禁止停车和禁止临时停车，看到路边
有这样的黄色实线，就表示该路段禁止停车。黄色虚线
则代表着允许临时停车、即停即走，但禁止长时间停放
车辆。

网友评论：对于一个刚参加过驾考的人来说，对这
个标线太清楚不过了，俺是一名非常遵守交规的新司机。

——刀口耳
点评：老司机有必要翻出来科一和科四考题看一看。

本报记者 杨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