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总工会开展领导大接访活动

畅通渠道
解决职工困难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金昌波）“今天
的上访结果我很满意。 ”在海口市总工会会议室，
海口市琼山区环卫工人梁振梅告诉记者。

今天，按照省委要求，结合我省工会信访维稳
和维权工作实际， 省总工会在全省开展领导大接
访活动，在海口、万宁、儋州、琼海、临高等市县设
立 6 个接访点，通过畅通渠道，倾听民意，现场解
决了一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海口接访点， 省总工会接访组当天共接访
了 5位困难职工。 梁振梅是海口市琼山区一名有
20年工龄的环卫工人，丈夫因车祸致残失去劳动
能力，家里两个孩子靠她抚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
难。 而且由于户口不在海口，她无法申请廉租房，
子女上学也面临困难。

了解情况后，省总工会接访组现场与城建等有
关部门协商，帮助梁振梅申请廉租房，并通过帮扶、
大病救助、特困补助等办法给她解决实际困难。

据悉， 省总工会领导大接访活动将一直持续
到 6 月 26 日，期间，省总工会领导会轮班亲自接
待信访职工，对于能现场解决或答复的问题，当场
就解决或答复， 不能现场解决或答复的问题将与
职工建立联系机制，后续跟踪帮助解决。 同时，困
难职工还可以随时拨打“12351”职工维权热线
反映诉求。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陈海波
参加接访。

省五届人大代表培训班举行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杜颖）
今天上午，省五届人大代表学习贯彻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
校举行开班仪式， 近百名省人大代表将
在 3 天的时间里系统学习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以及代表工作等系统
理论知识。

此次培训， 是省人大常委会落实
群众路线学习教育活动整改要求的具
体举措， 培训活动对学员提出两点要
求，一是通过培训，要在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中积极发挥代表作用， 在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落实改革开
放措施、 汇聚全面改革开放的正能量
等方面积极作为， 更好地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二是通过培训，践
行群众路线，做好联系群众工作，这既
是人大代表的一项法定义务， 也是党
中央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加
强和改进人大代表工作的需要， 希望
学员结合省人大出台的 “两联系”制
度，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群众路线，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跃兰、 秘书
长陈国舜出席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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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梳理牛开成生前工作生活故事———

令人动容的人生轨迹

■ 本报记者 杜颖

【为民】
老百姓再也忘不了他

牛开成的离去， 让儋州飞巴村 55
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符福耀，眼泪簌簌
地往下掉。

2011 年 10 月，八一供电所在大石
岭重架高压线， 符福耀家的 33 棵橡胶
树被供电所拦腰砍断，造成了近万元的
损失，几个单位推诿责任，一晃 9 个月
过去。 2012年 7月，案子被转到牛开成
手里。 牛开成上午查看被毁橡胶林，中
午约符福耀谈话， 下午就去了供电所。
牛开成傍晚 6 点钟带着赔偿协议赶回
来时，符福耀没敢信，大半年的委屈事，

牛开成 1天办完。
牛开成爱为老百姓办事是出了名

的。 早在 1990年代，牛开成在木棠镇任
副镇长时，在包点的高堂村，就帮助农民
建虾塘， 让这个过去世代以打石头为生
的落后村落， 成功实现了转产，1999 年
木棠全镇人均收入 2100 元时， 高堂这
个过去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穷困村落，
已达到 3500元。

到雅星任镇委副书记时， 牛开成走
村访户，见到调打村 64 岁的符红女，她
和心智失常的儿子吃喝拉撒全在一间屋
里，阿婆身边没个照应的人。牛开成自己
守在阿婆身边一勺勺地喂粥， 细心得像
对自己的母亲。 随后他调动镇民政系统
资源帮助这个贫困家庭建起了新房，从
此阿婆身边，多了一个健全的“儿子”。

多年来， 雅星镇老根村困难农民符
二侬家， 每个月都收到牛开成自己掏钱
叫人送来的大米； 光村镇光红村农民对
种雪茄烟叶心存疑虑，他挨家挨户“串
门”，拉家常，解心疑；在鹅岛村开建的
环村路上，他光脚挑沙，没日没夜地为村
里无偿干工，鹅岛村环村路建成后，农机
车第一次开到了农民家门前时， 老百姓
再也忘不了老牛。

【务实】
解决了百位农民的“信访件”

牛开成解决过百位农民的 “信访
件”。 雅星镇老村农民找到牛开成，举报
村干部克扣公款、侵犯农民利益。老牛把
自己关在办公室，熬了 3个通宵。 不久，
由他牵头的调查组来到雅星老村。 不畏
惧任何威胁，拿到了这名村小组长贪污、
挪用集体资金 18.2 万元的证据。 2012
年 10 月， 儋州法院一审判处当事人有
期徒刑 6年。

在解决“退场队”历史遗留问题中，
雅星“退场村”推合村的村集体 92 亩
橡胶林分配不均，引发农民矛盾，牛开成
带领调查组认真核查事实，组织村干部、

村民推心置腹，挨家挨户做工作。在牛开
成的主持下， 三年没分下去的橡胶林最
终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村民， 安了老百
姓的心。

在任雅星镇纪检书记的两年时间
里，牛开成办理积案 16宗。

“挽救和教育干部是纪检工作的
天职。 ”牛开成挽救过一位基层干部
陈云晶。陈云晶曾因不懂财务制度，将
方界村里被征的集体土地指认到了村
民个人名下，受到处分，萎靡不振。 牛
开成惦记他， 不断地鼓励他在知错后
为老百姓谋实事，不管多难走的路，都
一次次来看望他， 陈云晶在心里把他
当作了兄长。 2012 年 7 月，儋州全市
组务公开推进会上， 老陈为这个他信
得过的纪委书记，愿意作“反面教材”
的大会发言。

雅星镇阜气村环村路修建中， 矛盾
丛生，牛开成率先试点村组务公开，将修
路的每笔收支全部“晒”出来，疏导农民
情绪。 随后其创新制定 《财务管理制
度》、《村(组)务公开制度》，推进民主管
理， 打开群众心扉， 他所倡导的组务试
点，从阜气村开始，在儋州 197 个村小
组全面推开。

【清廉】
公家事绝不用来谋私利

在木棠镇高堂村农民都以养虾养蟹
致富时， 作为带领农民走上富裕道路的
领路人，牛开成却没有为自己谋利。尽管
此时，他家中念书的弟弟正急需用钱，他
卖了老家中最值钱的却还没有养大的小
猪崽，供弟弟念书。

牛开成是家中长子，下边有 5 个弟
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牛开成任雅星
纪委书记时， 弟弟曾跟哥哥开过口提
了一个并不算太高的要求， 想到镇政
府当一名保安，却被牛开成拒绝了，他
的眼中，公家事绝不能用来谋私利。 就
这样，牛开成的 5 个弟弟中，有 2 个水
泥工，2 个打零工，还有 1 个弟弟海南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辗转在海口、儋州做销售员。 辜负老父
亲要他照顾好弟弟们的临终嘱托，他
心痛难抑。

牛开成唯一的儿子牛立峰， 中考时
上了海中的分数线家里却拿不出钱，牛
开成没有为孩子“跑关系”，选择回到那
大中学读书。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一版延伸·那份赤诚昭日月

儋州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牛开成同志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他挚爱的
故土、他惦念的乡亲，但他 24 年来无悔的付出、崇高的奉献精神却永
远留在了海南大地。 本报记者梳理了牛开成同志生前在基层农村工
作的若干个感人故事，追忆他那令人动容的人生轨迹。

我省摸清橡胶园
林下植物家底

5月 27日下午，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 一位工人正在给
橡胶林下间种的毛豆浇水。

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橡胶研究所专家林位夫介绍，
“海南橡胶园林下植物多样性
调查研究”科技成果已通过了
海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会
议鉴定。 按照功能分为药用植
物 （415 种）、 牧草植物（41
种）、食用植物（22 种）、纤维
植物（35 种），共 513 种，建
立了海南橡胶园林下植物数
据库。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微 评

声 音
据报道， 有乘客在实名购买的火

车票丢失后， 凭身份证不能退票和改
签，只能挂失补票，原来的买票钱打了
水漂。 当记者向 12306 反映这一问
题， 并提出能否向铁路总公司提出合
理建议时， 工作人员再三强调这是规
定，不能帮忙代转。

正如乘客的追问一样，“自己弄丢
车票有责任， 但实名存款能因为存折
丢失就不返还存款吗”，铁路总公司工
作人员的表态无疑令人瞠目———既挑
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
等法规， 以霸王条款侵犯乘客的合法
权益， 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以及现代契约精神的培育。
其实， 早在 2012年铁道部还未更

名的时候，便有类似案例出现，并被公
众指责， 认为车票丢失或者残损了，只
是乘客手中的“运输合同” 出现了意
外，但不应影响合同事实的存在，铁路
方应依合同履行运输义务。 但是为何这
一问题久拖不决？ 想来依然是垄断行业
的“老大”精神在作祟，把“人民铁路为
人民”误读成了“为人民币”。 这正是：

火车票里猫腻多，违规违法又违德。
铁面冷冷远民众，铁心冰冰伤谐和。
换汤如果不换药，垄断如何去沉疴。

（文/乐南 图/美堂）

时事图说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 ：hn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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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务窗口延时服务点个赞

■ 正言

为更好服务纳税人，海南各市、县、
区地税局办税服务厅提供延时服务，工
作日的中午， 地税服务窗口将继续为市
民提供税收办理服务， 部分窗口为纳税
人办理涉税业务。12366 纳税服务热线工
作日上班时间，也从下午 6 时延至晚上 8
时 30 分。 （详见 6 月 4 日本报 A08 版）

无独有偶,之前媒体还报道，为方便
广大市民，从 5 月 13 日至 6 月 30 日，海
口交警加班办理超标电动自行车退市业
务，办公时间延长至晚上 9 时，双休日照

常办理。
执政为民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

的事务。 海南地税和海口交警部门针对
工作需要提供延时服务， 既有助于积极
回应百姓诉求、倾听群众呼声，对于提高
服务意识，加强作风建设而言，也是一次
心连心的改进、实打实的转变。

的确， 从相当一部分办事群众的角
度而言， 公务窗口的上下班时间和自己
的上下班时间一样， 要去办事只能请假
或者找人代办，既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常
常伴生烦躁情绪。 而公务窗口在内部调
班的基础上， 实现延时服务或者错时服
务，无疑有助于开通为民“直通车”，从路
径上改善、 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上班时间
问题导致的“门难进”、“事难办”，不失为
倒逼解决“庸懒散”，便民、利民、亲民、惠

民的良方。
延时服务，延位的是时间，补位的是

服务，到位的是效率。在公务窗口争相推
出各种举措，如借助网络打造“指尖上的
政务厅”， 以提高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时
下， 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既不能由
“键对键”的概念说了算，也不能由“大不
大”的数据说了算，更不能由“微笑露出
8 颗牙齿”的规定说了算，而只能交给群
众打分、群众评判，由群众满意不满意、
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说了算。

而群众满意的标准其实并不高。 就
拿公务窗口的上班时间而言， 做好内部
调班，做到延时服务、错时服务甚至 24
小时服务，让办事群众随到随办常态化，
实现群众需求与工作追求无缝对接，就
自然能获得坊间的点赞。

习惯性浪费
忽视不得

二两的馒头可按四分之一出售， 菜品也可按
小份提供……清华大学食堂推出的“限量”餐引发
很多人纷纷点“赞”。小小馒头，某种意义上代表的
正是一种习惯性浪费行为的纠偏， 而在我们身边
乃至自己身上， 究竟还有多少无意识的习惯性浪
费行为？

堂而皇之的奢侈往往引起人们的警觉， 进而
形成自律自控， 但恰恰是一些小处上的习惯性浪
费常常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忽略： 刷牙时始终不关
水龙头， 数十页的论文就因为几个错字改动就重
新再打印一次，周末休息办公室饮水机依旧开着，
出门买早餐家里的电视始终亮着……

种种看似微小的习惯性浪费行为， 造成的损
失却着实令人震惊。每年，大学生打印论文耗费用
纸达到 4 千吨；北京，每天就有 8 万吨饮水机尾水
被直接倒掉……当如此种种的浪费行为司空见
惯，“节俭”只能成为案桌上的美德条文，更可忧心
的是， 这些习惯性浪费行为将在不知不觉中一代
又一代延续下去。

摒弃浪费恶习养成节俭习惯， 不妨从少打一
份文件开始，从习惯随手关掉水龙头开始，从习惯
出门随手关灯关电视机开始。 震天的号召不会让
人养成美德，“润物细无声”的生活细小行为，才能
逐步远离浪费的恶习。勿以俭小而不为，勿以奢小
而为之。只有坚持有意识的微小节俭行为，才能将
节俭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 并使之外化为全民的
自觉行为。也只有坚持有意识的微小节俭行为，才
能建立节俭文明的生活方式， 从而将之贯穿于发
展改革的全过程中。

积少成多， 集腋成裘。 点滴处节俭的长期坚
持，终将汇聚成一股习惯性节俭的社会洪流，扫除
随手浪费的恶习和不思进取的不良心态， 让勤俭
节约真正成为时代的新风尚， 构建更加和谐美好
的未来。 （伍鲲鹏）

涛声

农村幸福院铺就养老幸福路

■ 陈实

农村幸福院的养老模式， 既能实现
农村老人居家养老，又能为老人提供自
由快乐的生活空间，还能为子女履行赡
养义务提供新的平台

为解决农村老人日常养老服务问
题，海南今年将建设 296 个农村幸福院，
计划两年内覆盖全省 15%行政村。（详见
6 月 4 日本报头版）

这是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好办法。
截至去年底，海南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
口已达 119.85 万 ， 占户籍总人口 的
13.24%。与此同时，养老服务床位数仅有
19602 张，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6%，低于
全国 2.2%的平均水平。 而这些非常有限
的养老资源，还基本集中在市区、县城，
分布在乡村的养老资源极其匮乏， 面向
农村的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欠账很大。

然而，从需求方面看，随着城镇化速
度的加快和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 越来
越多的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开乡土、 在外
打拼，不少老人难离故土、留守在家，生
活面临诸多难题。 不少留守的农村老人
缺乏基本生活照料、缺少精神慰藉，农村
养老需求已非常急切。

笔者之所以看好农村幸福院的养老
模式，不仅在于其着眼于农村养老需求，
更在于其实现了养老观念的转变， 适应
农村养老实际。 过去，我们的养老院、敬
老院要么由政府全部承担， 要么进行市
场化运作， 这两种模式在面对个人和少

部分群体时，可以发挥出很好的作用。 但
在面向需求庞大的农村老人时， 弊端就
显现出来了———既有成本如何解决的问
题，又有子女赡养义务如何履行的问题，
也有标准化、规范化如何实现的问题。

农村幸福院的养老模式， 有望解决
这些问题。 首先， 很多农村老人安土重
迁，不愿意外出养老，幸福院能实现老人
在家门口养老，进院不离家，可以随时回
家转转；其次，为老年人提供了自由、快
乐的生活空间、学习空间和娱乐空间，身
边都是乡里乡亲，左右都是熟人熟事，生
活在一起自然没有太多拘束， 排解了孤

独和寂寞；再次，和朋友们相互照顾、共
同生活，其子女也更放心、更安心，少了
后顾之忧， 并给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提供
了新的平台。

当然， 要让农村幸福院顺利运行起
来，肯定还会面临一些坎，会遇到这样那
样的问题。 比如，如何合理分担费用，如
何满足老人多样化的需求， 如何保证饮
食、活动安全，如何解决老人就医等。 但
只要各个地方和部门本着为老年人服务
的宗旨，在工作时耐心细致、想方设法为
老人谋幸福，农村老人的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便添了更多的保障。

福临银基服装城成为烂尾项目， 被占用的近
千亩耕地沦为荒地，说白了是我们变了，不再是人
民公仆，而变成“官”了。 与老书记焦裕禄相比，我
们的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没有把群
众当亲人。

———兰考县委领导班子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共同反思

@ 人民日报：“为官不易”的形成，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
感叹 ，则对应着以往 “为官太易 ”的扭
曲。 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
习惯、 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
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
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

@ 人民日报： 许多时候，“见义勇
为”不可能都是通过理性换算，把得失

利弊的算盘拨打得清清楚楚，再决定是
否去担当。 一个社会最大的忌讳，就是
有人设置出两套道德标准，一套用在别
人身上，另一套用在自己身上 ，就像有
人在网上讽刺的“键盘侠”一样，遇事置
身事外，网上义愤填膺，这种“分裂”，无
助于健康社会风气的养成，也无助于走
出“见义不为”的困局，更难以形成集体
震慑不法的力量。

@ 光明日报：长期以来，政府性基
金存在着监督体系的法治化程度偏低、

外部监督不足、监督实效不佳、公众参
与缺乏、 监督民主程度不高等突出问
题。 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
步，而改变的关键就是信息公开。

@ 中国青年报： 一听到官员讲了什
么让你不爱听、 却反映其心声的真话，就
围上去对着这个官员群殴，这样的舆论生
态，只会鼓励官员讲那些让公众爱听的假
话，讲不会引发争议的空话废话，而不敢
说真话。 问题被遮掩，真话被遏制，无法形
成真诚的沟通，改革自然寸步难行。

我省严控机构编制出实招

划定市县机构
编制总量“红线”

本报海口 6月 4 日讯 （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邓
意生 王成诚）记者今天从省编办获悉，为严控机构
编制，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省编办日前下发
《关于加强机构编制总量管理的通知》， 对各市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机构编制总量划定控制线。

通知要求，各市县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数、各
类政法专项行政编制以及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
分别以省历年核定下达的编制为基数进行总量控
制； 自筹事业编制数则以市县 2012 年底上报的
统计数为基数进行总量控制。 各市县在编制使用
上不得突破划定的编制总量控制基数。 编制总量
控制基数下达后， 省编办将择期对各市县执行机
构编制总量控制情况进行督查。 对工作推进不力
的，省编办将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整改期间
将暂停受理该市县机构编制业务。对情节严重的，
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13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