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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群众“破涕为笑”
“徐书记，俺家出路被别人占了，出门

可不方便了，为啥一直不给解决？”2012 年 7
月 25 日下午，在安阳县永和乡政府会议室
内，该乡西荣村 68 岁王珍老人说道。“大娘，
不要着急，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给您老人

家解决问题的。”正在该乡下访的县委书记
徐慧前说。

原来，王珍与邻居家为前后院，虽然老
土地证上表明双方共有一条路，但边界不
明确，双方多次发生纷争。徐慧前与包案
干部及西荣村干部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很
快，在王珍门前规划了一条 2.5 米宽的南北
路，供村民（包括王珍）通行，并用渣土将该
路垫平。至此，王珍反映的出路问题得到
了彻底解决，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2013 年 3 月 15 日，安阳县柏庄镇青春
村村民李存先等人到镇信访办反映，该村
村民李红志私自与该村工贸园 12 户商户签
订房屋改造协议，将原来的二层商业楼加
盖成三层，村委会并未同意此事，故要求他
们停止建设。双方互不相让，发生了肢体
冲突。同年 3 月 16 日，该镇负责处理此事
的干部进驻青春村。经过多次做双方当事
人工作，双方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正
在进行改造的 12 户商户每户向村委会缴纳
改造费 5000 元，共计 60000 元。 青春村全
体村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同时 12 户商户

顺利实现楼房改造，扩大了经营场地，双方
都很满意。

2010 年初，安阳县崔家桥镇隆化村委
会将紧邻该村小学的一块土地划给了学校
做操场使用。此举遭到该村一位村民的反
对并上访。原来这一地块曾由该村民家申
请 为 宅 基 地 ，但 后 来 一 直 闲 置 ，按 照 政
策，土地已由村集体收回。负责处理此案
件的干部进村后，在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
上，提出了让该村民调换另一块更大面积
宅基地的方案，该村民仍不接受。崔家桥
镇为此事专门召开了一个信访事项听证
会，经过公开听证，这位村民解开了思想疙
瘩，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停访息诉保证书。

“书记挂帅”的信访问题解决机制
安阳县位于我省最北部，由于历史遗

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矛盾纠纷
较多，历年来信访压力较大。为了真正把
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着眼
于解决问题，2012 年 7 月 23 日，安阳县启动
了“县委书记带案大下访”集中活动。

据安阳县委群工部部长李林海介绍，
这一活动构建了县委书记为主导，四大班
子齐参与，各级各职能部门公共资源整合
运用的大信访工作格局。在县委书记“挂
帅”督办之下，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大大提
高。活动开展的当年，即办结信访案件 328
起，群众满意、停访息诉 219 起，排查不安定
因素 1470 起。2013 年 1 月以来，该活动进
入常态化运行，在县委书记分 3 批交办的 89
起案件中，成功化解 73 起，其中疑难案件 16
起。活动开展以来，新发生的信访案件大
幅减少，到县以上集体上访、个人上访同比
分别下降 41%、36%。

省委副书记邓凯为此作出批示：“安阳
县的信访工作有成效，特别是县委书记带
案下访的做法值得倡导。”

李林海说，“县委书记带案大下访”活
动不仅解决了大量的信访疑难案件，赢得
了群众的信任，促进了社会和谐，而且通过
领导干部接访、约访、带案下访、事后回访
活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党的
执政基础。⑦7

上访群众何以“破涕为笑”？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核心提示

国家信访局取消了信访排名，这并不
意味着信访工作可以放松了。尤其是对我
省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来说，快速发展中必
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信访工作丝毫不能放
松。如何破解信访难题依然是摆在各级党
委、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安阳县自2012年7月开始至今，持续开
展了“县委书记带案大下访”活动，解决了一
大批信访疑案、积案。今年1月8日，记者在
安阳县采访时，从当地信访干部那里，听到
了很多上访群众“破涕为笑”的故事。

据报道，针对 2014 年 MBA 招
生考试中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出现
的无线电作弊事件，教育部近日明
确表态，将取消作弊者本次考试所
有科目成绩，并视情况给予暂停参
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年的处
理。

作弊会侵犯守法考生的正当利
益，损伤考试公信力，污染社会风
气，是不折不扣的“考试毒瘤”。集
体作弊，其罪尤甚。陶行知说过：

“作弊成风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
族。”所以，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刹住
这股歪风邪气。

要而言之，打击作弊，手段不过
两种：一是“惩”，二是“防”。每有考
试作弊丑闻曝出，舆论往往认为考
试作弊防不胜防，从而把批评重点
指向当前考试立法不完善，造成了
相关部门在打击作弊行为时往往

“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时很难
对作弊者施以有力惩戒，不足以威
慑“后来者”。甚至，某些省份提升
检测手段，打造“最严高考”时，还遭
人诟病。

从国家立法层面规范考试行
为，严惩作弊组织者、作弊者，的确
很有必要。不过，“严惩”也有局限
性——“只要作弊带来诱人回报，就
会有人冒险”。同时，也正是因为考
试作弊防不胜防，我们才更需要惩
防并举，提高防范水平。

古人在严惩作弊的同时，也十
分注重“严防”。比如，宋代要“搜
身”，金代要“裸检”，清代为了检查
有无夹带甚至会将考生裤子当场
扒下。

古人那种严防作弊的具体方式

我们当然不会提倡，但从作弊橡皮、
米粒隐形耳机、针孔摄像机到眼镜
蛇作弊眼镜、女式内衣接收器、口腔
骨传导耳机……“神器”频现，今天
的“魔”比古代已经高了不止一尺。
而我们在防范高科技作弊方面，虽
然也付出了不小的努力（比如配备
了无线信号屏蔽仪、金属探测仪、无
线信号探测车等），但是并未真正彻
底地做到“道高一丈”。

比如此次，在哈理工考点，考生
只要将电子接收设备粘贴在身体合
适部位，进场时不开机，就能顺利通
过安检设备的检测。监考人员随机
检测时，考生只要掌握开关机技巧
也能顺利“躲过一劫”。在答案传送
阶段，考场的屏蔽仪又未能有效屏
蔽无线电信号。而考试监管部门似
乎也没有出面搜索监控无线电频
率。防范意识和手段的落后，不可
避免地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
机。

因此，在今后的考试（尤其是国
家组织的大型考试）中，考试主管部
门应该首先提高防范意识，同时对
监考人员进行更为专业的反作弊培
训，升级技防手段，严防死守，不给
不法分子留死角。国家也应拨付专
项资金，支持相关防作弊科技设备
的研发，并统一配备考场。同时，要
实施链条式执法，加大对作弊设备
生产、销售等不法行为的监管和惩
戒力度。当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
考生的诚信意识也很重要。

一言以蔽之，只有做到“严防”
与“严惩”并举，同时提升考生的诚
信意识，才能有效遏制作弊行为，切
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⑦7

打击作弊必须惩防并举
□郝迪婧

“闺女又来看俺了！”泌阳县官庄乡官北村村民王
长发紧紧拉住了张喜凤的手。张喜凤把扛的大米放
下，趴到老人耳朵上说：“俺就是您的闺女！”随手又给
老人 200 元过节费。顿时，王长发老人的眼泪潸然而
下。这是记者 1月 11日看到的一个场景。

这天一大早，张喜凤就把 40 多袋大米装到车上，
她按照手中的“救助困难户名单”开始送年货了。她手

中的本子上写着“小李庄，王云栓，智力残疾；茨元村，
陈传兴，70 岁独身……”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了好多页，
共有 330多户。她说，年前要给每户送 50斤优质大米。

张喜凤被誉为“泌阳好人”，她从 2004 年以来，先
后收养 4名弃婴，资助 15名家庭困难的初中、高中和大
学学生。先后被评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河南学雷
锋标兵”、“河南好母亲”。

“ 我 要 多 干 活 ，多 挣 钱 ，帮 助 更 多 需 要 帮 助 的
人。”张喜凤如是说。张喜凤从街头卖大米起家，在
县城创办起“张喜凤粮油有限公司”，去年，她又成立
了“张喜凤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在当地和黑龙江共
承包 1000 亩土地发展粮食生产。她告诉记者，自己
最大的心愿就是办一个“张喜凤老人公寓”，收养无
依无靠的老人。

记者看到，拉大米的车每到一户人家门前，张喜凤都
要自己扛着大米，小跑步给老人送到家中。她说：“帮助
老人的过程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官庄乡民政所的一位工
作人员感动地说：“喜凤真是好人，每到逢年过节，她都要
给老人送东西，2013年的端午节，喜凤还给俺乡的敬老院
送来了2000枚鸭蛋呢！”⑦7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本报通讯员 舒 淼 摄影报道

“泌阳好人”张喜凤 困难户的“好闺女”

宝丰县肖旗乡潘庄村有一个
叫李冷的大娘，今年 90 岁了，她照
料瘫痪在床的儿子已经 41 年，用
如山的母爱为儿子撑起了一个温
暖的家。

1 月上旬，笔者和肖旗乡妇联
组织的巾帼志愿者一起，来到了李
冷老人的家。一进屋，笔者就觉得
屋内的两位老人一定不平凡、不容
易。其中的一位老人就是李大娘，
已是满头白发，身材瘦小，拄着拐
杖，另一位老人年纪稍年轻些，是
她的儿子，僵直地躺在床上，只有
胳膊和头能动。

见有人来，床上的老人非常
高兴，他用一只胳膊撑起上半身，
侧着头和笔者聊了起来，他很健
谈，也很乐观，看得出李大娘对他
照顾得很好。

躺在床上的老人叫王玉方，
现年 60 岁，不到 20 岁的时候就出
意外导致下肢瘫痪，父母负债累
累到处给他治病，看了两年却不
见好转，一直瘫痪在床，至今已 41
年。父亲去世得早，几十年来一
直是母亲在无怨无悔地照顾他。
如今，母亲已是 90 岁的高龄，但依
然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

交谈中，李大娘告诉笔者，儿
子很不幸，她要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让儿子活下去。她现在年纪大
了，重活干不动了，就由其他亲戚
来帮衬，但儿子的日常饮食起居

她还可以照看，“直到俺干不动为
止”。

“俺娘照料我 41 年，不但照顾
我穿衣吃饭，还经常开导我，让我
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采访
中，王玉方老人红着眼圈对笔者
说，他生活不能自理，如果不是母
亲的精心照顾，根本活不到今天。

李冷的事迹感动着乡邻，也
得到了社会的肯定。2012 年，她
被宝丰县妇联授予“父城母亲”称
号。2013 年以来，社会各界不断
有爱心人士去看望他们。

临走时，王玉方老人告诉笔
者，如果有来生，他要做一个健健
康康的人，还做母亲的儿子，好好
孝敬母亲。⑦7

90 岁妈妈母爱如山
撑起残疾儿子一片天

□本报通讯员 姚荣洁

官北村无儿无女的王长发夫妇紧紧拉住了张喜凤的手，张喜凤说：“俺就是您的闺女！”她给敬老院里的范运清老人送来了新被子、新床单。

收到送来的大米，官北村 79岁的五保老人张兰军流下了眼泪。

张喜凤扛着大米给困难户送到家中，她心里很高兴。

张喜凤有本“救助名单”，记录着各个困难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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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豫拍[2014]第 012期（总 1029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在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 10 楼公开拍卖河南冷链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 51％的国有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国有产权转让
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3]33 号），或登录其网站（http://www.zycqjy.
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 13 号
联系电话：0371-65908111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16 时在郑州市铭
功路 83 号豫港大厦 27 楼召开拍卖会，依法对河南卫群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7%、6%股权和河南住友包装有限公司 30%股权进行拍卖。竞
买者须符合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河南日报》和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hndrec.com)发布的《河南卫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7%、6%股权和河南住友包装有限公司 30%股权转让公告》中的要
求，并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接受相关单位资格审查后，于拍卖会前
到我单位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14 年 1 月 16 日至 20 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铭功路 83 号豫港大厦 27 楼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0371—66285738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拍 卖 公 告

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受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委托，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就

南阳市民用煤炭公司位于南阳市建设路中段紫竹林街 67 号
（原北关煤场）国有资产公开转让一事公告如下：

截至 2014 年 1 月 2 日，经南阳兴龙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
（宛龙评估报告[2014]第 002 号），南阳市民用煤炭公司位于
南阳市建设路中段紫竹林街 67 号（原北关煤场）资产评估值
为人民币 7303610 元，评估结果已经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核
准（宛龙财字[2014]3 号）。

意向受让方应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
支付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3.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转让成交后，受让方需一次性支
付全部转让价款；5.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6.
其他需要满足的条件。

自报纸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意向受让人需
自行对标的企业进行现场勘验，之后持有效证件到南阳市
产权交易中心报名，并交纳交易保证金 200 万元。我中心根
据报名情况，依据国家、省有关政策及规定确定具体交易方
式，不再另行公告。

电话：0377-62291716
传真：0377-62291719
联系人：尹先生 地址：南阳市文化路 918 号
监督电话：0377-63176126 0377-63185909

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1月15日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行定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本行

拍卖厅举行拍卖活动，公开拍卖：
1.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有限公司 1%股权。
2.郑州华商汇控股有限公司 16.12%股权。
以上标的已由郑州产权交易市场分别在《河南日报》发布转让公告，并对

拍卖标的的情况进行了公示。凡在公告期内经郑州产权交易市场登记、确认
的法人、自然人，可于本公告发布的报名时间内，持相关有效证明到本行办理
竞买手续。意向受让人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转为拍卖保证金。

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 1月 21日 12时
展示时间：2014年 1月 16日至 1月 17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1-68988758 13007629106 赵经理
传 真： 0371-67189187 联系地址：郑州市嵩山南路 10号五楼 507室
拍卖资格证：022 网 址：www.zpz123.com
监督电话：郑州市工商局专业分局 68852699

郑州拍卖总行 2014年1月15日

接受委托，我中心定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驻马店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多功能厅，依法对驻马店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位于驻马店市骏马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南办公区的房地产
进行公开拍卖。凡符合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河南日报》和驻马店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mdxzfw.gov.cn)发布的《驻马
店市药监局国有产权转让公告》中的要求，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已
足额缴纳了保证金，并经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资格审查合格后
的意向竞买人，于拍卖会前到我单位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396-2609265 13903969705
驻马店市产权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拍 卖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