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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网民留言督办

本报记者 司鹤欣 整理

睢县中央大街升级改造工程
进度能否加快

反映问题：睢县中央大街升级改造工程进度很
慢，沿街商铺经营受到影响，请问能否加快进度？

办理单位：睢县县委
办理结果：经查，睢县中央大街升级改造工程由

河南达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2020 年 7月开始实
施。因中央大街 （南环路至拱州路） 沿街商铺较多，
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施工环境较为复杂，导致施工
进度缓慢。睢县住建局已多次督促施工方在确保质量
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中央大街 （南环路至拱州
路段） 升级改造全部工程预计于 12月 31日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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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司鹤欣） 近日，市 12345马上办便民服
务热线接到市民来电反映称：“梁园区胜利路与归德路交
叉口往西 300 米路南处有两个公厕，南边的公厕已维修一
个多星期，至今没有维修好，北边的公厕也偶尔关门，不
能使用，导致在附近游玩的群众无法如厕。”

10 月 8 日上午，市 12345 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当即赶到市民所说位置进行查看。市民所提到的“停
摆”公厕，外观整洁亮丽，但玻璃大门紧闭，门口放着

“暂停使用”的红色提示牌。该公厕主管单位——梁园区
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一同进行调查处理。

“9月底那场大雨之后公厕开始停电，导致公厕内的大
小便感应器和水龙头没水，整个公厕没水没电，没法使
用。如果使用的话，会引起大小便冲不下去，没办法清
理，造成环境卫生差。”梁园区城管局环卫二处办公室主
任丁云鹏说。关于公厕停电，他们目前推测应该是下大雨
之后接口处某个地方漏电或连电导致。

“现我们已聘请专业电工，等阴雨天过去，地面干燥
能达到电力监测要求以后，我们将开始进行监测排查，
预计五天内可排查出具体原因。等排查出断电点后，我
们会马上进行修复，尽快使公厕通电，恢复正常使用。”

丁云鹏表示。

公厕“停摆”群众不便
管理方：停电导致停用，将马上修复断电点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5591 件。其中，电话受理
4672 件，微信受理 427 件，手机 APP 受理 7 件，12345 网
站受理 28件，政务服务网受理 0件。

上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虞城县人民政府、宁陵县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城市
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梁园区城市管理局、睢阳区市
政建设局、示范区城管交通局、梁园区双八镇政府、梁

园区解放街道办事处、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睢阳区
娄店乡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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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
示范区民安街道办事处。

上周群众主要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水电气暖类 （睢阳区帝景南苑小区断电，归德路与
帝喾路交叉口恒大二期安置房小区停电），违规违建类

（帝喾路与豫苑路绿地城二区漫悦湾一期 13、 14、 15、
16 号楼一楼业主私自占用公共用地），市政管理类 （团
结路与中州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路北路面塌方，造成海
亚金域华府小区的暖气主管道损坏），教育文化类 （市
民反映商丘技师学院缴纳押金，商丘商贸学校疑似存在
虚假宣传）。

上周共督办超时工单 4件，督办中心现场督办问题 2
件，均已解决。其中现场督办满意的典型案例是前往梁
园区福荣街与民主路交叉口豫东制药厂家属院处理下水
道堵塞问题，已联合市城市管理局解决。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事件回放：连日来，电影 《长津湖》 在全国热播。
这部电影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
了在 71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极寒严酷
环境下，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
精神一路追击，奋勇杀敌，扭转了战场态势，打出了军
威国威。电影 《长津湖》 生动地诠释了志愿军一往无前
的战斗精神，让人看了热血沸腾、催人泪下。出生在我
市梁园区刘口镇当店王村孙场自然村的开国少将孙端夫
将军就是长津湖战役中的一名指挥者。

1950 年 11 月，孙端夫奉命率部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任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兼政委，
11 月下旬进到长津湖一带，正遇到几十年未见的低温
寒流，战士们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设置伏击
圈。战士们血战长津湖，
在有些连队只剩几十人的
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
将敌团长麦克劳恩击毙，
剩下敌军几百人刚跑到后
浦里、泗水里地区，又一
头撞在八十一师所设伏击
网上，全部被歼。

更多信息请扫描右侧
二维码进行了解。

长津湖战役中商丘籍的

指挥者孙端夫将军

网友评论：假期和孩子一起去看 《长津湖》，孩子
看后很受触动，看到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吃着冻僵的土
豆，看到冰雪中被冻成雕像的英雄们，他说他要在生活
中做个小小男子汉。

——涌赣
点评：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我们永远会铭记英雄。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
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和关于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重要指示精神指
引下，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发展进入快车道，各项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形成了一系列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

不断夯实网络安全法治基础

法者，治之端也。
近年来，在中央网信委坚强领导下，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指导，国家网络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不断完
善，网络安全“四梁八柱”基本确立。

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例》 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战略规划，网络空间法治进程
迈入新时代；

印发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
法》《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等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政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制定发布 322项国家标准，共有 12项包含我国技术贡献
和提案的国际标准发布，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日益完善。

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风险并存。
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挑战，需要防患于未然。近年来，

我国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国家网络
安全应急体系日益健全。

与 《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衔接，金融、
能源、通信、交通等行业领域纷纷制修订本行业领域网络
安全应急预案，安全防护体系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处置能
力持续提升。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这个家园更美丽、更干
净、更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国不断强化互联
网国际治理和网络安全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多边、民
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我国不断健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和云计算服务安全评
估制度，开展多种专项治理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
空间的合法权益。

组织开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活
动的网络安全审查，对滴滴、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
聘等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有效防范采购活动、数据处理活
动以及国外上市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同时，组织对面向党政机关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服务
的云平台开展安全评估，加强云计算服务安全管理，防范
云计算服务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已有 56 家云平台通过
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

为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2019 年以来，有关部门
组织开展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对问
题较为严重的 1000余款 App进行公开曝光。

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等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的违法犯罪行为，“净网”专项行动深入推进，今
年以来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1.6万余名，对其中 6700余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
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自 2014 年以来，十部门共同连续在全国范围举办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推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
校、进社区，有效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在
全社会营造“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良好
氛围。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
近年来，相关部门与时俱进，推出一项项强有力的政

策举措，助力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
良性生态加速形成。

网络无边，安全有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将
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打造网络安
全工作新格局。

（据新华社电）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0 月 7 日，一辆电动三轮车拖载着两辆三轮车行驶在北
海路机动车道上。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0 月 10 日，在金桥路与梁园路交叉口西北角，一处交通
指示牌受损倾倒。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0 月 7 日，在雪苑路与迎春路交叉口，一辆摩托“僵尸
车”被遗弃在路边人行车道上。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0 月 10 日，睢阳区古城北门外中山大街
道路中间，几只羊在啃食绿化乔木。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10 月 7 日 ， 在 商 丘 古 城 景 区 陈 家 大 院
内，一名儿童牵着宠物狗在景区草坪上玩耍。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部分道路绿化树修剪得不美观
反映问题：我市部分道路绿化树木修剪得不美

观，既影响市容，又影响路人遮荫和车辆通行。
办理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办理结果：我市道路绿化树木以法桐为主，修剪

主要是“开心杯”修剪法和保留主枝向上生长两种方
式。两种修剪方式皆可保证优美树形。针对所反映的
道路绿化树木修剪存在不美观现象，系电力部门出于
安全原因为避开高压线进行的修剪。下一步市园林绿
化中心将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上按照上述两种方法
逐一修剪。

事件回放：“十一”假期期间，为强化贯彻落实中
央“双减”政策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假期期间加大培训
机构查处力度的要求，防止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班开
课，保障广大中小学生休息权利，我市组成暗访组，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经营检查。

10 月 1 日至 6 日，通过明察暗访，共摸排校外培训
机构 257所，查处违规校外培训机构 16所，并现场予以
关停。从检查情况看，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学科
类培训机构对“双减”政策的各项规定总体执行比较到
位。“十一”期间绝大部
分培训机构已停止学科类
培训行为，部分机构暂停
营业，门面转租。但在暗
访中发现各县 （区） 均存
在个别培训机构违反相关
规定，在国家规定的时间
之 外 开 展 学 科 类 培 训 、

“一对一”辅导、艺考培
训等情况。更多信息请扫
描右侧二维码进行了解。

“十一”期间我市查处

16所违规校外培训机构

网友评论：多年形成的教育观念早已植入家长的内
心，最开始被拿来贩卖的教育焦虑变成了家长的“共
识”，双减从颁布到真正落地需要的不仅是政策的指
引，还有家长观念的改变，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视与提
升，以及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整顿。

——摆渡人
点评：要切实贯彻“双减”，为孩子和家长减负。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未来五年，家政服务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商务部等
14 部门 10 月 9 日联合印发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2021-
2025 年）》，提出 7 项 22 条工作举措 ,意在促进家政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

家政兴农，关系民生福祉。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等，保姆、育儿嫂、养老护理员成为很多城市家庭的刚
需，高品质家政服务需求激增。

家政兴农，关乎国之大计。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很
多是农村劳动力，有些就是曾经的贫困户，家政兴农利
用定点帮扶等工作机制，加强农村家政劳务输出，帮助
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的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将成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办好家政兴农工作，关键在落实。目前，有的家政
服务人员技能低、服务差等现象依然突出，同时存在着
人难招、人难管、人难留等问题。只有真正解决好家政
服务的痛点、堵点，才能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让服务
更惠民，“暖政”更暖心。

首先，要让农村劳动力免去后顾之忧。要把劳务合
同签订得更规范一些，保障好家政人员劳动报酬、社会
保险、休息等合法权益，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支持，并为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提供
情感陪护、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

同时，要让城市消费者心里“托底”。很多城市居民
感叹，“找保姆难，找个好保姆难上加难。”未来要加强
家政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水平，同时加
快完善家政服务信用评价体系，建立“黑白名单”制
度，让消费者用工更放心、享受服务更舒心。

相 信 ， 随 着 《家 政 兴 农 行 动 计 划 （2021- 2025
年）》 7 项 22 条举措的落实，家政服务业当前面临的问
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产业整体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小家政撬动大战略。做好家政兴农工作，必须立足
百姓切实需要，加快推动家政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解决好发展中的各类难题，让家政服务这项朝阳产
业，真正成为惠及城乡百姓的爱心工程、撬动乡村振兴
大战略的重要支点。

小家政撬动大战略
□ 王雨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