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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难看事难办是没把人民放心上

潮水机场改名烟台蓬莱机场如何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偶尔来看看：明年即将启用的烟台新机场是烟
台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市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翘
首以待。仅就新机场名字的命名及对烟台的影响，提
一点建议：命名新机场为“烟台蓬莱机场”，有助于提
高烟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烟台和蓬莱二者的影响
力强强联合，会起到几何倍叠加的宣传效果。

徐鹏霖(莱山区)

上周末去烟台山办事，办完
事去了趟邮局。去的时候是下午，
人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两三个人
在等候。只见里面只有一个工作
人员，并且摆上了暂停服务的牌
子。里面那个人在那用座机不停
打电话，完全不顾外面排队等待

的人。
过了两三分钟，有一个工作

人员急匆匆从外面赶来，给这些
排队的人办理业务。明明有两个
工作人员，却只开了一个服务窗
口。并且一名工作人员刚才脱岗，
一名还在打电话，完全不受理顾
客的服务。这也难怪最近人们会
吐槽服务部门难办事了。

诚然，办事难确实是很多基
层窗口部门的顽疾。服务窗口的
工作人员话难听、脸难看、事难
办、服务态度恶劣等等一直是人

们对基层服务窗口的印象。前些
日子更有人吐槽办个护照跑了六
趟公安局来回奔波3000多公里。看
来，这服务型政府不是那么容易，
说说就能办做到的。真正做到为
百姓做实事、谋福利，政府部门还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很多的基层工作人员，之所
以能如此懈怠，完全是因为他们
不惧怕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知
道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最后很
多事还得求着他们办，最后养成
了懒散的习惯和作风。

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模范
服务标兵，热心为群众办实事，但
窗口服务态度不好、事难办确实
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
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
公信力与执行力。最根本的是对
权力的监督，缺乏一种监督机制
去监督制约这些窗口服务人员，
比如，群众办完事之后对服务人
员打分评分制度，信访举报制度
等。而制度的缺失与漏洞，是这些
不作为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仅
仅靠上级部门和领导来监督是远

远不够的，全社会的人员必须成
为监督的主力，这样才能有效限
制他们的权力，有效阻止他们的
不作为。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窗口
服务人员工作量比较大，压力也
大，我们之间应当相互理解，但这
些不应该成为他们不作为的原因，
给他们提供更宽松的氛围，是否也
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呢？公众监督、
行业自律、制度保障都应该结合起
来，制止这些不良行为，真正把我
们的政府建设成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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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10月12日的《新闻联播》报
道称，央视动画责任有限公司等十
家动画制作机构，央视少儿频道等
十大动画播出机构，联合发出倡议，
号召全行业承诺不制作、播出暴力
失度语言粗俗的动画片。《喜羊羊》、

《熊出没》两部动画片被点名。(郑州
晚报)

点评：看来只有空手撕鬼子才
是好片。

新闻：我国上世纪实施了保值
储蓄政策，很多人选择24年兑付，今
年正好到了兑付期。湖北储户约定
收益22万元保值储蓄存单被缩水至1

万元。类似争议，各地都有发生。1986

年，达州市宣汉县的彭时体用10元钱
在当地信用社入股。按照社员证上
的约定，每年可以分红。27年后，他却
被告知：除退还10元本金外，只能领
取8 .91元的利息。(成都商报)

点评：如果是贷款，你现在砸锅
卖铁都不够还。

新闻：1992年，广东阳江当地企业
家、人称“滩涂养殖大王”的李宗岑与
当时的海陵镇政府签下承包开发南
鹏岛的合同，合同期限为70年。这座
原本光秃秃的荒岛，在李宗岑的打理
下恢复“绿”貌，还放养了近千头牛
羊。然而，过了20年，海陵岛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以当时李宗岑未与县政府
签合同为由，认定这份合同为无效，
并将李宗岑告上法庭。(新华网)

点评：镇政府难道不算政府，
合同怎么就无效了？

新闻：“职务消费是个筐，样样
都敢往里装。”近年来，随着惩治腐
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人瞅准了
职务消费这个“空当”，无论是公务
用车、公款接待，还是公务出行、公
费医疗，凡是与“公”字沾边的，一律
只求最贵：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
要头等舱，买礼物要最高档。专家调
查显示，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
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
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人民日报)

点评：凡是人都不会亏待自己，
何况花的是公款。

那一年，我家里太穷。不得不
把妹妹送给有粮的人家。对方要求
把户口转过去，我跑了十一趟公安
局，没有办成转户口。妈妈瘫痪在
床，她每次对我说：你快去办，办好
户口她家就会对你妹妹好一些。最
后一次走出公安局门，喇叭里响起
哀乐，人们都哭了，我也哭了。后来
爸爸平反了，妹妹接回来了。

——— 潘石屹(企业家)

遗产税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之，
轻重不同，但也有国家坚决不搞，
还有的国家搞了，发现它会导致富
人、企业家、资金大批出走，对全国
的经济严重不利，而又取消之，如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瑞典、
印度及新加坡等等。美国众院曾多
次提议取消遗产税，都通过了，但
被总统出于现实财政需求考虑而
否决。很显然，征此税的国家与不
征此税的国家比，其在吸引内外
资、在国际竞争上处于严重不利的
地位。

——— 谢百三(学者)

@在线好友：机场命名，一般前置
行政区名，后置地名。如成都双流机场、
烟台莱山机场、青岛流亭机场等等，其
实名字无所谓，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沧海月明珠有泪：机场规模倒是
有了，只是离市里还是比较远。

@lanunow：用蓬莱机场的话，一旦
蓬莱从烟台划出的话就尴尬了。像威海
以前属于烟台，如果当初起个名字叫烟
台威海机场，那威海划出后只能更名
了，其实潮水没什么不好的，挺符合烟
台城市特征的。不过这个位置选的有待
商榷，城铁通车之后确实很多乘客会被
分流到流亭机场的。

@狼慈法师：济南遥墙机场岂不是
更没名气？机场的起名有其严格的规
定，不是想怎么起就怎么起。

@greatminds：蓬莱的知名度比烟台
都高，好不容易打造出这么好的地域名
片，何不好好借它提升整个烟台地区的
知名度？在外地，很多人都知道蓬莱仙
境的。

@skyboy68：杭州萧山、福州长乐、
西安咸阳、扬州泰州机场都是用县市区
地名命名，而不是乡镇地名命名。

来源：17路论坛

“零距离”服务
“三秋”生产

国网海阳供电公司

漫漫画画：：贺贺妍妍妍妍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杭慧) “俺是第一次住楼
房呀！”烟台高新区刘家埠村
民王德海兴奋地告诉记者。
12日早上，一阵热闹的鞭炮
声划破上空，高新区刘家埠
村村民回迁安置房交房仪式
在三兴·御海城售楼处的门
前广场上举行，首批拿到钥
匙的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
悦。

1 2日早上 7点 5 8分，三
兴·御海城售楼处前聚集了
刘家埠村上百名村民，他们
正在焦急地等待回迁安置房
房屋交接仪式。不少村民不
到7点就早早地来到楼前等
待，甚至有村民全家老小齐
上阵。当出席此次交房仪式
的高新区管委领导将钥匙
交到刘家埠村民代表手中
时，不少村民脸上露出了兴
奋的表情，迫不及待地排队
等待拿到新房钥匙。

6 0岁的王德海是刘家
埠回迁安置房里第一个拿
到钥匙的。据他介绍，早上7

点钟就早早来了。在三兴·
御海城的工程师和交房人
员的带领下，王德海来到自
己位于 1 0号楼 1单元 1 0 1的
新家门前，一进门便四下看
了起来，挨个屋走了一遍。

“100多平方米就是大，这间
留给俺妈，这间我和老伴
住，这间用作……”挨个屋
转悠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
规划。

在新房内记者看到，屋
内已经进行了装修，地板、
衣柜、自来水、太阳能等等
已经装好了，“太好了，太
方便了。”在三兴·御海城
张工程师的带领下，王德海
对水、电、屋内设施等进行
了检查，“这是什么的开关
呀？”摸着墙上的开关，他
有些不解，“这是地暖的开
关，动动手就可以调节屋内
的温度。”检查了一圈后，
王德海满意地点了点头，在
验房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

上午9点左右，刘家埠村
的李伟也拿到了自己的新房
钥匙，兴冲冲地拿着钥匙就
上楼了。“原来都住的平房，
现在好了，父母也在隔壁分

了一套，住上楼也离得不
远。”李伟笑着告诉记者。最
让他满意的便是新房内的装
修，这摸摸那瞅瞅，不住地点
头称赞。

“装得真不错，这样我们
方便多了，也不用操心，直接
搬进来就能住了！”李伟兴奋
地告诉记者，新房里的家具
都已经订好了，只等今天来
看新房的装修状况，“今年过
年估计就能在新房里过年
了……”话没说完，李伟又开
始细细打量起来。

据了解，此次三兴·御海
城村民回迁安置房在高新区
是第一家，此次一批目前有
约700多户村民安置在三兴·
御海城小区内，预计三天完
成新房的验房、收房工作。

高高新新区区刘刘家家埠埠村村民民喜喜迁迁新新居居
近700户村民将于三天内拿到新房钥匙

近日，海阳市供电公司围绕
“廉洁、高效”试点推出农村低压客
户用电报装“免填单便民服务”，让
客户真正体验了供电服务的方便
快捷。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董波

近日，海阳市供电公司成立了
22支便民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检
查用电设备、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零距离”为“三秋”用电提供服务。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董波

“免填单服务”
助服务水平提升

回迁安置房交房仪式现场。 开发商提供

姜喜悦(芝罘区)

芝罘区107医院南的楚玉路
附近，人行道和马路边都成了商
贩们摆摊的聚集地。这条路本来
就不宽，马路市场导致每天很多
时段堵车严重。不仅如此，而且
该路北端有小学，如此路况更增
加了交通安全隐患。

占道经营的马路市场不仅
影响着交通，而且严重影响到城
市的整体形象。“创城”期间，这
条路确实清净了几天，可不久之
后，就“涛声依旧”了。马路市场
何时休？很多人拭目以待。

马路市场何时休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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