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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9 月 1
日，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
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
以“开放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为主题，以论坛、展览、交流、合
作为主要内容，为世界展现出一
条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的现代化丝绸之路
的清晰轮廓。我省 21家企业赴疆
参会。

据统计，大会最终确认我省

21家企业参展，主要参展企业为机
械设备、能源照明及环保、建材五
金以及农业食品类企业。据了解，
我省省情展区分为高成长服务业、
文化旅游、先进制造业大省、现代
农业大省、国家首个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五个板块，展示中原经济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
设推进情况，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
心区的农业发展成果和河南文化
旅游资源。③9

本报讯（记者谢建晓 实习生
刘 琰）9月 1日，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省妇联、团省委、省教育
厅、河南电视台等 8家单位联合召
开新闻发布会，在全省联合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
活动，营造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快
乐成长的和谐环境。本次活动将
持续到 2015年 3月。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开展
此次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办实
事、办好事，促进农村青少年健康
成长，有助于解除进城务工人员
的家庭困难和后顾之忧，使他们

安心外出工作。”
活动中，全省每个县（市）区确

定 100名农村困难家庭留守儿童为
重点帮扶对象，与当地城市学校中
选出的热心公益的家庭结对组合；
全省少年审判法官家庭分别与一名
留守儿童结对；各省级以上文明单位
确定5个城市儿童家庭与5名帮扶村
留守儿童结对，全省将有38000多个
城乡家庭结成帮扶对子。

今年省高院、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编绘了《成长路上，我们与法同
行》的第二季——《关爱留守儿童
城乡孩子手拉手》普法漫画图书，
向全省城乡儿童免费赠送。③12

“出钱付费的业主到底在收费
价格制定中有多少话语权？”“谁来监
督物业服务企业合理收费？”9月1日
新的《郑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实施，不少市民急于了解新规实
施后如何保障业主权益。记者为此
采访了郑州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

业主委员会话语权“放大”
郑州市鑫苑名家住宅小区业

主汪先生询问，“我们小区已成立

业主委员会，通过什么方式能合理
缴费维护业主利益？”

“此次调整后的新规，物业服
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
价两种价格管理模式。其中住宅小
区已成立业主大会的，物业服务收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郑州市物价局
公用事业价格管理处处长庞瑾嫚解
释。也就是说物业服务企业调整收
费价格时，需要与业主委员会商议，
双方达成一致方可实施。

庞瑾嫚强调，与先前物业收费
办法相比，业主委员会话语权分量

越来越重。

新收费需过半业主“点头”
目前郑州市约有4300家物业小

区，但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数量仅占
10%，对此种情况新规也做出了规定。

据介绍，在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小区，原实施政府指导价的物业
公司如要想调整收费办法，需要按
照新规相关规定，在新制定的政府
指导价标准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征
得小区专有部分占建筑总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

业主同意。
“这样做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

居民利益，使出钱购买服务者能够
对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进行参与
和表决。”庞瑾嫚说。

谁来监管新收费不“虚高”
新规将收费划分了五个等级

并提出浮动幅度从原来的 20%下
降到 10%。那么小区划分为哪个
等级谁说了算?

庞瑾嫚解释，新建小区的物业
服务企业自定级别后，需经房管局

认定，再到物价部门做收费标准认
定。如将来其提供的服务不达标，
业主可以向房管部门进行投诉，由
房管部门进行鉴定和监督，如果投
诉属实，将对其进行降级。另外，
物业部门在其审定的标准服务范
围内，超过 10%的浮动额度收费，
也可以向物价部门举报。

据悉，今后郑州市各级政府部
门都将建立物业管理办公室，办事
处一级都有专人管理，对物业服务
企业进行动态考核，方便居民投
诉。③11

背景素描
叶县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

之一，同时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中
国盐都之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叶县段全长30.25公里，途经保安、叶
邑、夏李、常村 4个乡镇。工程用地

（含临时性用地）18000余亩；拆迁房
屋面积 1.8 万余平方米；搬迁居民
490 余人。境内建设的澧河渡槽是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跨越澧河的大

型河渠交叉建筑。
古老的澧河从伏牛山发源，出

方城一路向东，进入叶县。南水北调
澧河渡槽从宽阔的河床上凌空飞架，
阔大的槽身在艳阳下散射着银光。

8 月 28 日 ，记 者 再 次 来 到 这
里，听 40岁的渡槽工程项目部经理
赵仙龙讲述渡槽施工的故事。

据他介绍，澧河渡槽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中单跨跨度最大的渡
槽。渡槽工程全长 860 米，由进口
衬砌段、进口闸室、槽身、出口闸室
和 出 口 衬 砌 段 五 个 主 要 部 分 组

成。其中槽身长 540 米，单跨跨长
40米，施工的难度可想而知。

2011年 4月 16日，渡槽工程项
目部接到施工令，12天后正式举行
开工仪式。由于施工采用的是分层
浇铸工艺，一旦进入混凝土浇筑工
序，就需要连续 12 个小时不能间
断。工人们通宵达旦，连续作战，赵
仙龙和他的同事们时刻盯在工地
上，须臾不离。时间最长的一次，赵
仙龙连续 8个多月没有踏进家门。

2013年 12月，澧河渡槽立体工
程完工。按理说，如今赵仙龙们也
应该歇口气了。但在 28 日记者采
访中，一点也看不出轻松的迹象。
赵仙龙步履匆匆，一脸庄重；工友们
挥汗如雨，加班加点；工地上处处弥
漫着抢时间、赶进度的紧张气息。

主体工程完工了，还有不少尾
工需要抓紧完成，之后是一系列的
质量检验和工程结算。赵仙龙说，
尤其是要迎接试通水的大考，确保
一渠清水从这里顺顺当当地流向
京津，责任如山，不敢有丝毫懈怠。

深深感到这种责任和压力的，
还有长江委建设局叶县代建部的
副经理吴著建。他所在的长江委
建设局是澧河渡槽工程的承建单
位，直接担负着澧河渡槽工程建设
的管理责任。为确保工程质量和
工期，吴著建和他的 50 多名同事，
天天泡在工地上。去年年底，澧河
渡槽主体工程竣工，吴著建也刚好
到了退休年龄。但上级决定让经
验丰富的他延迟退休，吴著建二话
没说，继续坚守阵地。如今，61 岁
的他仍然每天奔波在工地一线。

当 天 ，记 者 在 吴 著 建 的 引 导
下，实地查看了澧河渡槽的部分工
段。在渡槽进口衬砌段北边的干
渠内壁上，远远看到“严禁下水”四
个大字，每个字几米见方，红漆漆
就，分外醒目。吴著建介绍说，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干渠叶县
段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就交给了
叶县干渠管理处。管理处不仅要
负责渠道建筑设施的维护，还要负
责渠水质量的监测保护，防止沿岸

无关人员尤其是禽畜接近渠水。
干渠上的“严禁下水”，就是前一段
时间粉刷的。

记者试图采访干渠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但办公楼里一个人也没见
到。电话联系才知道，眼下正是由
工程施工向渠道管理过渡的交接
期，到渠上参观、戏水的人比较多，
渠道管理和安全防范任务格外繁
重，管理处的所有人员都上了工地。

下午 6 时许，记者无意中发现
了 一 份 展 示 叶 县 风 情 的 宣 传 资
料。资料的首页上，赫然印着“青
山不墨千秋画，澧水无弦万古琴”
的诗句。回味当天的所见所闻，无
论是赵仙龙的匆匆步履、工友们的
挥汗如雨，还是吴著建的退而不
休、管理处人员的一线奔波，哪一
个 不 是 为 了“ 一 渠 清 水 永 续 北
上”？多情的澧河已经见证了今天
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还将永远见证
清清渠水的永续北上。

“澧水无弦万古琴”，真的不只
是一句诗！③9

8月 27日上午，身体有点不适的
黄开群老人躺在床上休息，老伴郝
书琴在一旁摇着蒲扇给他扇着风。

1929年 8月，黄开群参加安徽六
安县农民协会，不久参加当时的游击
队。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开群被任命
为冀南军区司令部四科科长。

聊起抗日战争那段战火纷飞的
岁月，黄老至今印象深刻。“1939年
1 月，我参加冀南军区春季反‘扫
荡’，歼灭日伪军 3000余人，粉碎了
敌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也让大家
很解气。”说到这，黄开群老人来了
精神。

1940 年 3 月，早春的冀南，乍暖
还寒。黄开群老人说，最危险的地
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为躲
避敌人的扫荡，冀南军区领导交给他
一个重要任务，到敌占区印制地图。

那天，细雨绵绵。黄开群白天
察看地形，晚上带着一个骑兵连驮
着印地图的机器开始秘密地向敌占
区转移。“没想到在离敌碉堡 20 米
处被发现，敌人机关枪不停扫射。”
黄老说，结果其中一匹马受惊，向反
方向跑去，其他马也跟着跑起来。

在躲避敌火力点后，黄开群和
其他战士分头去寻马。漆黑的夜，
泥泞的路，他不小心掉进敌人挖的
壕沟里。“面对被敌人活捉的危险，
我开始向壕沟外爬，但在雨水和着
的稀泥中，身子越动越往下沉。”黄
老说，当时就想着得借助壕沟上的
支撑点才能逃生，于是开始用手指
在壕沟壁上抠泥土，手指抠出了血，
钻心地疼。几十分钟后，能撑起身
体的支撑点终于“抠”成，他才离开
了壕沟。

百团大战在冀南打响后，冀南军
区部队按预定计划，第一阶段对平汉
路石家庄至安阳段进行大破击。“当

时我们冀南军民作战 15天，炸毁铁
路 10余处，大小桥梁 9座，砍断电线
杆 600余根，破坏公路及铁路有 200
余里，击毙俘虏日伪军 200多人。”黄
开群老人说，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
进行第二、三阶段战斗。

1942 年 9 月，日本鬼子在冀南
一带扫荡，并把冀南军区和群众团
团包围。在侦察过后，冀南军区决
定在西南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方
向，打开一个突破口。

敌人一见西南方向有人突围，
立马调集力量增援。有个老参谋气
喘吁吁地跑到黄开群面前说：“怎么
办，四科长？”

“找人吹调号，敌人都集中到西
南方面，我们向西北方向跑。”调号
一响，果然，十多个司号员和 200多
名干部群众都向黄开群方向集结。

“胆大的都向这个方向冲”。黄
开群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从路
边捡来的棍子，果断地指向西北方
向。在黄开群的指挥下，200多名干
部群众才得以脱险，冲出敌人的包
围圈。

采访到最后，黄开群语重心长
地说，年轻人都应了解国家抗战胜
利的历史，永远勿忘国耻，勤奋学
习，为国家的强大奉献自己的力
量。③10

本报讯（记者李定宇 龚砚庆
通讯员张 轲）“您是哪个单位的，
有什么事情要办理？”9 月 1 日，在
浚县县委、县政府办公楼门口，出
入这里的外单位人员均接受了这
样的询问、登记。这是县委、县政
府“中秋廉政监督岗”的工作人员
在履行职责。

中秋在即，党员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的廉政问题又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该县专门在县委、县政

府办公楼门口各设立了一个“中秋
廉政监督岗”，对进入的人员进行
检查、询问和登记。

浚县县委、县纪委明确要求，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收送礼品、礼
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严禁用公
款到营业性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
进行高消费活动；严禁参与任何形
式的赌博活动；严禁公车私驾；严禁
公款旅游；严禁公款相互宴请、工作
日午餐饮酒等活动。③10

本报讯 （记者卢 松 实习生
刘如楠）9月 1日，记者从南阳市农
业局了解到，今年汛后，一渠丹江
清水送达北京之时，“中线渠首”牌
有机农产品也将同步进京。

去年 10月到今年 5月，南阳市
共向国家商标局上报注册申请 77
件，达到南阳市所有农产品分类全覆
盖，国家商标局已下发受理通知书
44件，当前已着手使用“中线渠首”商
标；成立有机农产品认证服务中心；

建立有机农产品认证服务通道；建立
有机农产品可追溯系统。“中线渠首”
有机农产品包装物上均有二维码标
识，可快速查询有机农产品的产地、
品质、经营者、生产者等信息。

今年成立的中线渠首（南阳）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承担南阳
市进京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
流通，农产品涉及蔬菜、果品、食用
菌等 30 多个品种，发展有机农产
品种植基地 33000亩。③6

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

我省21家企业参展

省高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 8单位开展爱心活动

让留守儿童感受温情

南阳农产品推“中线渠首”牌

浚县设“中秋廉政监督岗”

9月 1日，郑州物业收费实施新规——

出钱买服务，居民有多少“话语权”？
□本报记者 李 林

澧 水 无 弦 万 古 琴

□本报记者 程道杰 马禄祯
龚砚庆

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之叶县叶县见闻见闻

他指挥 200 多名干部群众突围

黄开群，107 岁，安徽六
安县人。1929年 8月参加革
命，193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参加过苏区 1至 4次反
围剿、长征以及百团大战、挺
进大别山等战役战斗。1964
年 10 月离职休养，正军职待
遇。荣立三等功一次，曾荣
获多枚荣誉勋章。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通讯员 戴丹华 魏高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努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8月 27日，永城市公证处的公
证员赶到西城区李老太太家，上门
为她办理遗嘱公证事项。

听说公证员上门服务，80岁的
老太太颤巍巍地迎出门，一再道
谢。几天前，她想立下遗嘱，预防
自己百年后子女因财产发生纠纷，
就委托孩子到永城市公证处，询问
如何办理遗嘱公证。得知老人行
动不便，无法亲自到公证处办理手
续时，公证处决定派出两名公证员
到老太太家里办理。

近年来，便民服务、规范程序、拓
展公证范围，始终是永城市司法局积
极探索打造公证品牌的重要支点。

“多一家公证处，就可以少一
家法院”，这是西方的一句谚语，充
分说明了公证工作的预防性价值。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司法
行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
要大力加强公证执业指导监督,加
强公证质量监督检查,不断增强公
证公信力。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
要求，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要进一步
拓展公证服务领域，健全完善公证
执业规范体系和公证事项办证规
则，强化公证机构内部管理，建立
完善公证绩效考核、执业监管、质
量管理和投诉查处等制度，完善公

证违法违规惩戒制度。
如今，永城市司法局围绕为经

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这
一中心，以服务为宗旨，强化程序管
理，铸造了“永城公证”的闪亮品牌，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盼。

服务:六项措施解民忧
走进永城市公证处，接待室里

摆放着舒适的桌椅，风尘仆仆赶来
的市民可以坐下来先喝口水，翻阅
桌子上的办理公证须知等相关资
料，值班的公证员会详细地解答当
事人的咨询，并宣传有关法律法规。

设立这些便民服务项目，只是
永城市司法局为民服务的一项措
施，同时实施的还有开通办证绿色
通道、开展法律援助、延长服务时
间、提高办证效率、加强业务宣传、
坚持回访制度等措施。

李老太太享受到的就是办证
绿色通道服务。按照规定，对残疾
人、老年人、妇女等求助对象，实行

优先服务，对行动有困难的，坚持
上门服务。同时，对于经济困难、
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公证费
用的当事人，积极为他们提供法律
援助，对费用进行减免。

永城市东城区的张辉体验到
的是另一项暖心服务：双休日加班
和节假日预约服务，随时能找到公
证人员。张辉去年因交通事故住
院治疗，经市交警大队调解与对方
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需办理协议
公证。当天是双休日，他试着给公
证处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不仅有人
值班，公证处还立即派两名公证员
到医院现场办理了协议公证。

提高办证效率，在规定时间内
高质量出具公证书。对于当事人
要求尽快出证的，在不违反《公证
程序规则》和确保公证质量的前提
下，采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尽可
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坚持证后
回访制度，是对所有服务的后期保
障。对一些履行期限较长和涉及

标的金额较大的公证事项，永城市
公证处坚持定期上门回访，发现问
题及时进行调解，保障公证合同的
有效履行。

管理:严格规范树形象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证工作的

新需求，不仅要有贴心服务，还要
有严格规范的管理。永城市司法
局在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监督、严
格奖惩上下工夫，不断提高公证质
量，打造公证品牌。

健全制度。将办证程序、业务范
围、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公证人员监
督岗、投诉须知等制成板面上墙公
开。使公证人员有章可循，岗位职责
更加明确，管理方法更加科学，改变
过去单纯以情感人管理模式，建立以
制度服人为主导和以情感人相结合
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激发公证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自觉性。

强化监督。通过印发公证服务
评议卡，设立民主评议箱，向社会公

布监督电话，从与公证工作有密切
联系的人大、政协、法院等单位和社
区、厂矿、企业聘请社会监督员评议
公证工作等方式，及时征求意见，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加大对公证人员的违纪违法处
罚力度，有效地防止了假证、错证、
违规办证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
生，公证质量大幅提高。从未发生
因公证质量引发的信访、复议和诉
讼案件，公证公信力不断提高，群众
满意度大幅提升。

奖惩分明。根据公证人员在
平时的办证件数、办证质量、考勤、
信息上报等对公证人员进行考评，
奖勤罚懒，极大地调动公证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

拓展: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永城市，节假日的社区广

场、农村集镇，经常会看到公证处
人员的宣传条幅、咨询台，工作人
员利用公证知识宣传页和联系卡

片，积极宣传公证业务知识，让群
众了解公证。如今，永城公证的触
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大到参与拆迁、征地、招投标、
国有土地挂牌出让等项目，小到贷
款、协议、遗嘱、出国等事务，人们
越来越多地选择了公证服务。

位于永城市的神火集团，职工
普遍持有内部股权，但由于部分职
工因病或年迈相继去世，继承人常
常因股权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导致
企 业 不 能 及 时 向 继 承 人 兑 现 红
利。在社区宣传时，永城市公证处
工作人员获悉这种情况后，当即与
企业联系进行现场办公，向职工宣
传《公证法》、《继承法》等法律法
规，认真解答职工咨询，先后为继
承人办理股权继承公证 84 份，有
效地化解了矛盾纠纷。民间借贷

也是近年来群众关注的热点。仅
去年一年，永城市就办理借款借
据、商品房按揭贷款公证 2800 余
件，民间借款合同公证 3000余件。

公证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很
多公证事项还深刻影响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永城市司法局局长胡
文明告诉记者，在服务于全市经济
发展大局中，公证处为行政执法工
作做出了不少努力：依法办理市国
土资源局土地挂牌出让公证，使政
府出让土地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为
市建委、环保局、劳动局、国土局等
行政执法部门提供公证送达服务，
并开拓水利局、防空办、规划局等
新的行政执法单位业务，有力地促
进了行政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窥一斑而知全豹。省司法厅
加强公证监管和研究，确保公证质
量，提升公证公信力，去年全年，我
省公证行业共办理公证 58.9万件，
其中国内公证 49.2万件，涉外公证
9 万件，涉港澳台公证 7000 件；为
老年人、残疾人等当事人办理预约
或上门公证 1.4万件。

永城:打造服务为民的公证品牌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本报通讯员 连 欣 房玉杰 刘 敏

寻访 抗战老兵抗战老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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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河南能源义马气化厂锅炉脱硝改造工地上一派繁忙景
象。该企业投资 6000万元，对 6台锅炉进行脱硝改造，改造后氮氧化物
排放将大幅减少。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澧河渡槽风貌。⑤4 范长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