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1日，商丘古城景区城湖西南侧一处
石阶上布满了玻璃酒瓶碎屑，旁边草丛里还有
一个破碎的酒瓶，既影响观瞻，又容易扎伤
人。端午节临近，到景区旅游的人也渐渐增
多，这样的环境让人担忧。

本报记者 李文台 摄

6月 21日，位于
商丘古城景区张巡祠
西侧湖边的一处警示
牌受损向一侧倾斜，
非常不安全。端午节
临近，希望有关部门
及早把警示牌扶正，
让游客安全游玩。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6月20日，在豫苑路与帝喾路交叉口东北角，慢车道上的一处
路面塌陷，一辆经过的环卫车辆陷入其中。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6月 22日，睢阳大道北段地下道路面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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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近日，市 12345马上办便
民服务热线多次接到梁园区双八镇、李庄乡部分群众来
电反映称：前段时间比较干旱，但是田地里的机井不通
电，导致无法正常灌溉，给他们带来很大不便，耽误了农
时。他们希望通过“12345”联系相关部门尽快维修机井。

6月 18日上午，市 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工作
人员与媒体记者到群众反映比较多的几个村进行现场查
看，并与梁园区水利局及有关乡镇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进行现场办公。

在梁园区双八镇徐庄村一处机井前，该村村委会副
主任王保建告诉记者：“像徐庄村这样的机井设备有
不少，由于种种原因，百分之八十的机井都不能使用。
我们也向区水利局和施工单位反映过，但一直没有得到
很好解决。”

双八镇崔北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该村党支部书记
李世群说：“我们村有 14 眼机井设备，现在都没有通
电，村民灌溉是用自己家接的电，并且大多使用的还是
原来的老井。”

记者注意到，村民反映的不通电机井外观比较统
一，机井箱体上均标注有“商丘市梁园区2017年小型农
田水利项目”字样。据了解，该项目工程由梁园区水利
局实施，2018年年初开工建设，2019年 6月工程基本完
工，工程建设主要包括机井、沟渠及高压线路三部分，
目的是为了改善项目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该项目涉
及梁园区双八镇、李庄乡、谢集镇3个乡镇。

梁园区水利局总工程师陈来进告诉记者：“机井基
本没有通电，原因是各部门之间没有协调好。现在我们
已经积极和电力部门开展对接，他们也非常配合，表示

计划这个月底机井全部通电。”
梁园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玉华表示：“对于

群众反映的机井不通电和出水不清问题，下一步，我们
将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同步整改，积极与电力部门协
商，确保本月底全部通电。”

机井建成不通电 影响灌溉村民急
“12345”进村督导为民解忧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4578件，其中，电话受
理 4085件，微信受理 364件，手机APP受理 43件，政
务服务网受理5件，网站受理23件。

上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睢阳区人民政府、柘城县人
民政府、夏邑县人民政府、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
市住建局、商丘市水务集团、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体

育局、梁园区市政建设局、睢阳区教育体育局、示范区
环保住建局、梁园区李庄乡政府、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
处、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睢阳区李口镇政府、睢阳
区新城街道办事处、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示范区周
集乡政府、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示范区平安街道办
事处。

上周群众主要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政务服务事项类（老旧小区改造的后续问题）、房
产物业类（建业香槟圣园小区停车位收费的问题）、水
电气暖类（梁园区伟诚欧苑小区水质发黄的问题）。

上周督办中心共督办 27件。其中现场督办满意的
典型案例是睢阳区北海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东 500米人行
道旁下水道井盖损坏的问题，市城市管理局现场修复，
回访时市民表示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住房公积金政策解释不到位
反映问题：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了《商

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
策相关问题的通知》（商公积金委 【2020】 3号），现已
实施，但是我咨询睢县公积金管理部工作人员，他们却
说不知道这个政策。

办理单位：睢县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经查，《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

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相关问题的通知》（商公积金
委【2020】 3号）从 2020年 1月 23日下发后，在睢县已
开始实施。反映人为省委选调生，依据 （商公积金委
【2020】 3 号） 文件规定，其申请公积金贷款程序为：
“依据借款人申请，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到商丘市
招才引智管理机构核实，符合条件的，按照《我市招才
引智和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的财政供给人员数据修改审批
表》规定的程序审批后，再由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对借款人的数据进行修改，解除缴存时间系数及账户
余额系数的限制，在解除限制前此类人员无法享受政策
优惠。”反映人向睢县公积金管理部咨询时，因工作人员
对其身份了解不透，在政策解释上造成了误解。睢县公
积金管理部与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并按正常程序为其办
理了有关业务，反映人表示非常满意。

黑网吧应该取缔
反映问题：我是宁陵县赵村乡一名学生家长，赵村

乡有一家无证经营黑网吧，常年让无身份证人员及未成
年人上网，请相关部门关注。

办理单位：宁陵县委
办理结果：接到反映后，宁陵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立

即安排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调查，
发现该网吧有机器 41台，上网人员 7人，属于正常营业
状态，但未取得《网络经营许可证》。执法人员依据《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违法经营设备进行
查扣，责令其立即停止营业并依法进行取缔。

近日，安徽省网信办在全国网
信系统率先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
推进网络公益直播活动的通知》，明
确了领导干部在开展网络公益直播
活动时的注意事项。

安徽省网信办为领导干部直播
带货“划红线”的做法，值得称
道。一方面，其对领导干部直播带
货提出了纪律要求：要把握角色定
位，注意自身言行，严格遵守有关
纪律要求，不得参加任何非公益性质
的活动，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和党政领导干
部良好形象。另一方面，这份《通
知》还从程序规范、产品准入、质
量把关、传播监管等方面，为领导
干部直播带货立了规矩。

为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划红
线”“立规矩”值得推广。据报道，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自 2018年下半年

就已出现，到了去年，全国有 60多
位贫困县的县长走进淘宝直播间带
货。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为减少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
影响，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客串起

“卖货主播”，亲自推荐地方特色农
产品，希望通过网络找市场、借助
流量促销量。从总体上看，新一波
更大规模的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热
潮，反映出人民公仆以民为本的执
政理念和履行初心使命的积极作
为，以及以开放姿态拥抱新技术和
时代变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在直播带
货过程中，却把好经念歪了。典型
表现是，将直播带货变成官员个人
的“魅力秀场”，其所辖领导干部甚
至普通群众都要“被自愿”捧场，

“观众一定要多”“流量一定要大”，
据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网红或

“大号”蹭流量。为追求带货销量，
有些领导干部要求所辖领导干部甚
至普通群众参与自己的直播购物，
将直播带货变成硬性摊派，或不计
成本，以亏本赚吆喝。此外，有的
还因为未严把质量和品质关口，出
现货不对板、名不副实等情形。

无论是借机“秀”个人魅力，
还是捞取政治资本，以及虚假宣
传、欺骗性带货，既损害政府公信
力和党政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又
为群众解决不了农产品的销售难
题。因此，为领导干部直播带货

“划红线”“立规矩”，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应成各地“统一动
作”，以给领导干部直播带货持久

“保鲜”。倘若服务群众变成劳民伤
财，或以造假愚弄百姓与网民，这
样的直播带货就走了样、变了味，
还有什么意义？

为干部直播带货“划红线”应当推广
□ 何勇海

编辑同志：
最近，笔者在下乡调研时发现，由于受近期强降雨

天气的影响，一些农田玉米地有涝渍现象，个别受淹严
重的洼地地块植株呈现黄色。经实地查看，笔者发现那
些被淹的地块大多存在排水不畅的问题。

近年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防旱抗旱极为重视，
投入较大，措施得力，不少地方基本实现了“旱能
浇”，而对防涝排涝认识不足，没有采取具体的相应措
施。再加上有些农民为了多种点庄稼，竟然把原有的排
涝沟渠填平，这样一到汛期，由于田里的积水不能及时
排出，农作物受淹严重，最终导致粮食减产，有时甚至
绝收。

农田排涝工作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和基
层村组织在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中，不要只顾及“旱能
浇”，也要考虑到“涝能排”，尽量做到旱涝保收。尤其
在易涝地块，要根据地势开挖排涝沟，对过去被填埋的
排涝沟渠要重新进行疏通、清理，使土地真正实现遇旱
能浇、遇涝能排，确保粮食增产、农业丰收。

读者：卢学波

汛期莫忽视农田排涝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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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公布《关于 2020年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评选结果的公示》，对将入
选“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人选予以公示，来自
我市各级学校的57名教师入选。

据了解，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学术
技术带头人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教人 〔2020〕 146
号）要求，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学校、省属各
中等职业学校和厅直属各单位严格按照选拔条件和程序，
认真做好人选推荐工作。
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
选，将入选“河南省教育
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人选
予 以 公 示 。 公 示 时 间 ：
2020年 6月 18日—2020年
6 月 24 日 ， 公 示 电 话 ：
0371-69691691。

具体入选名单，请扫
描右侧二维码进行了解。

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公示
我市各级学校的57名教师入选

事件回放：为进一步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提升“互联网+交管服务”水平，公安部在16个城市试点
基础上，决定在全国分两批推广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
为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提供电
子证照服务，依据推广安排，河南省从6月20日起推行检
验标志电子化。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
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

网友评论：以后不用再贴检车贴了，不但给挡风玻璃
“减负”，而且动动手指就能申领电子检车贴，真是太方便
了，为交警部门点赞！ ——molly

点评：推行检验标志电子化，一方面，将减少纸质证
明凭证，免去群众粘贴（去除）检验标志的麻烦，更加方
便通过手机等方式出示使用；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在车辆
租赁、二手车交易、保险理赔等领域应用，方便群众办
事，更好服务企业发展。同时，检验标志电子化是机动车
牌证电子化的前瞻性探索，是推动公安交管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实践。

我省从6月20日起推行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

网友评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老师都是优秀的
灵魂工程师。

——肖烟四起
点评：评选学术技术带头人是促进教育事业长远发展

的重要举措。他们能充分发挥在各自学科、专业领域中的
领军和带头作用，带动一大批年轻业务骨干的成长。

本报记者 杨宁 马信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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