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起环保，有人总会习惯
性地认为那是环保部门和企业
的事情。诚然，环保部门和企业
理应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但同
时，绿色办公、环保生活与我们
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游、娱
等日常行为和消费过程息息相
关。君不见，现在不少食品的包
装袋上，经常标有“绿色”的标
识，一些家电、家具、服装乃至家
庭装修也不忘打上“环保”的印
记。可以说，追求环保、低碳经
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时
尚。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人们
的环保意识还不强，践行环保理
念 的 具 体 行 动 也 还 有 一 定 差
距。现实生活中，随地吐痰有
之，随意践踏花草者有之，随意
丢弃废弃电池者有之，少数企业
仍在继续污染环境。就连旨在
倡导环保生活的“地球一小时”
活动也开展得不尽如人意，据人
人网对年轻人开展的一项 2015

“地球一小时”节能环保公益调
查结果显示，有 45.6%的公众表
示支持环保但却不愿参与，另有
8.8%的年轻人甚至非常怀疑实
际效果且不会参与。

其实，我们任何一户人家，
如果低下头细算一下生活成本，

就会发现，绿色环保生活不仅仅
是一种时尚，还可以为家庭节省
开支，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可
以节省许多生活资源，减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使更多的人可以
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拥有
绿色环保生活，是小到我们每一
个人、大到维系整个地球人类未
来生活前景的大事，而且是利人
利己、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
事。人类作为主宰地球的主人，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实
践呢？

当然，环境破坏不是一朝而
至，环保生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你我他长期共同努力。相信
只要我们每个人从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捡拾一片垃圾，拒用一次
性筷子，少用塑料袋，使用再生纸
等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环保
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不用再
去羡慕别处的美丽风景，最和谐
最绿色的家园其实就在我们身
边！当我们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好
这一切时，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
低碳达人。这时环保、低碳、绿色
也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而不
仅仅是一种口号。天更蓝，水更
清，空气更清新，也就不再只是一
种梦想。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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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父女两代接力 五百学子求学梦圆

陕西省安康交管部门的辅
警向外爆料称，交警队每人每月
要罚够 5500 元，如果没有完成，
就要扣除 300 元绩效工资和 480
元的加班费。安康市公安局汉
滨分局交警大队江南中队相关
负责人也直叫屈，称根本就不存
在下罚款任务的说法，只是大家
对量化考核理解有误（8 月 14 日

《华商报》）。
“不存在下达任务的说法，

只 是 大 家 对 量 化 考 核 理 解 有
误”，这样的说法鬼才相信。类
似考核“误解”下达罚款任务的
并不是第一例，如：去年 11 月，
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雁塔大
队交警下达罚款任务被曝光后，
也是进行类似回应的。其实在
全国下达罚款任务的执法单位
并不在少数，罚款有任务俨然成
了许多地方“公开的秘密”。这
只是下达罚款任务的一个缩影
而已！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
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当事

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
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
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执法
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违法，并不是
为敛财。看似执法单位与使用
罚款有着千里之遥，为何执法单
位还有那么大的罚款动力？一
方面，财政部门将罚没收入纳入
了财政收入预算，当罚没收入完
不成时序进度时，财政部门自然
会给执法单位施压；另一方面，
财政部门把执法单位经费与罚
没收入挂钩，当罚没收入较少时
执法单位申请经费时自然不会
顺畅甚至受阻。

其实铲除罚款下达任务的
土壤并不难，只需要当地财政部
门不再把罚没收入与执法单位
工作经费挂钩，按需预算、拨付
工作经费即可。像交警、工商等
单位没有了罚款的压力自然不
会再下达罚款任务，更何况执法
单位主要负责人下达罚款任务
弄不好自己还会背个处分，他又
何必与自己过不去呢？⑦8

罚款下达任务“不靠谱”
□李方向

新蔡县练村镇钟营村抗战老兵钟兴远因患多种疾病离不开
轮椅，他的生活全靠儿子钟来福照护，如今已经 90 岁高龄。钟
兴远 13 岁被抓壮丁，1939 年参加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1951 年返乡务农。钟兴远有两个儿子，老大行走不便至今
单身。老二钟来福娶的妻子患有癫痫病，又得脑积水，生活也不
能自理。钟来福每天照护两名病人，还养活一个小女儿，沉重负
担压在了他的肩上。“再难俺也要照护好父亲！”钟来福说。他白
天照护父亲吃喝，晚上和父亲睡一个房间，随时照护父亲大小
便。“ 要不是来福孝顺，他爹早不在人世了。”乡亲们说。“他虽
然没有被哪个部门评为模范，但他是我们心中的‘孝星’！”⑦8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右图 人们向“孝星”投来敬佩的目光。
下图 钟来福抱住父亲上下床。

8 月 6 日，孟津县教育局 76 岁的退休老人
孙顺通，把 1000 元交到横水镇高中毕业生畅
某手里，并且特意叮嘱：“记着，咱们得有一颗
感恩之心，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连续 12 年的每年 7 月初，孙老师都会收
到一笔来自我国台湾慧光果园的 5000 美元慈
善汇款，由他把这笔钱兑换成人民币后，按照
孟津县教育局提供的贫困学生名单并根据学
生家庭实际情况，分发到贫困学子手中。

17年，他捐建了5所学校
1987 年，台湾慧光果园园主靳天锁先生，

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孟津。这位
早年参加过抗战的老人，眼见村里群众吃水
困难，当即拿出 27 万元，为村里捐建水塔并铺
设管路。“我并不富裕，可我真心希望家乡人
能生活得好一些。”孙老师至今记得第一次见
到靳天锁时听到的话，“只要我能做到的，我
一定尽力而为。”

这 一 年 ，孙 老 师 还 在 县 教 育 局 任 局
长。听着靳天锁的话，他忍不住说：“靳先
生，看看我们的学校好吗？”于是，在孙老师
的带领下，靳先生走访了几个贫困乡村的
学校。“我会在有生之年为咱县教育工作尽
一分力的！”当晚，靳天锁紧握着孙老师的
手郑重地说。

不久，靳天锁托人将 37 万元交到了孙老
师手上。1988 年，容纳 150 名学子的天锁小
学顺利落成。此后，靳天锁又拿出 200 多万

元，为会盟一中、陆村小学等学校援建了教学
楼、办公楼、实验楼和阶梯教室，并于 1989 年
又拿出 20 万元，建立了靳天锁教育基金，专门
用于救助贫困学生。

孙老师退休后，靳天锁再次找到他，笑着
说：“我不能让你歇着，再给你找件事儿干。”
随后，靳天锁把 20 万美元交给孙老师，让他帮
着为母校孟津老城小学，和一所困难山村学
校援建教学楼。

2003 年中秋节，靳先生再次从台湾回来
了。这次，他不仅带着子女和几个学生，还特
意要求孙老师领着他们到贫困学校参观。当
他了解到一些学生因为贫困不能很好完成学
业后，当即表示：“今后我要通过你，每年向孟
津县贫困学生捐助 5000 美元!”

至此的 16 年间，靳天锁已为孟津县捐赠
了 500 余万元教育善款，先后建起了天锁小学
等 5 所学校，还为众多学校援建了教学楼、办
公楼。而此时，孙老师也已经了解到，身为

“园主”的靳天锁并不是非常富裕。
2003 年底，78 岁高龄的靳先生因病逝世。

11年，她继承了父亲的遗愿
2005 年 7 月初，当一笔 5000 美元汇款出

现在孙老师户头时，孙老师感慨万千，他真没
想到，靳天锁的女儿靳慧玲女士会秉承父亲
遗愿郑重承诺：从当年起，每年 7 月初她会如
数寄来 5000 美元。

靳天锁在世时，孙老师曾被邀到台湾慧

光果园参观。令孙老师想不到的是，靳天锁
不仅让子女和二三十个学生按传统礼节向他
磕头，还含着泪说，是孙老师让他回报故乡的
愿望得以实现。并介绍说，他自幼没怎么读
书，抗战结束后他本已过上平静生活，但三年
内战期间，他再次被“抓了壮丁”并被迫去了
台湾……“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我一直有一个
梦想，让那些喜欢读书的孩子再不要因贫穷
而没书读。”靳天锁说，“只要我活着，我都会
努力挣钱做这件事的。”

2012 年 7 月，在孙老师盛情邀请下，靳慧
玲和他的学生一行数人，考察了孟津县慧光
中学，和横水一中的靳天锁纪念馆。看到家
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靳慧玲深有感触地说：

“我每次回到家乡，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走了那么多地方，天下最美的还是故乡。”随
后，她饱含深情地说：“我父亲是洛阳市‘荣誉
市民’，虽然他老人家不在了，但他对家乡人
的情感已言传身教给了我们晚辈。无论多
难，我都会努力践行父亲生前的诺言。同时，
我也真诚希望家乡的学子努力奋斗，学有所
成，将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为祖国增光添
彩。”

28 年，500贫困学子寄出多
封感谢信

自 2005 年 7 月迄今，已有 6 万美元如期交
到孙老师手上，也已有 500 多名困难学生受到
了靳氏父女及其学生们的恩泽。每资助一个

学子，孙老师都会给他们讲靳天锁的故事，并
告诉他们：“靳先生并不富裕，可他却真的希
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业，成为国家的有
用人才。”

原孟津县直中学学生任某，在初中读书
时由于饥饿曾昏倒在校园里，孙老师把情况
反映给靳氏父女后，靳氏父女支持她从初中
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原孟津一中学生薛某，
上高中一年级时，父亲患癌症病逝，母亲经
受不住打击跳河自尽，按照孙老师的情况说
明，靳慧玲资助其 7 年；家庭经济拮据的畅
某，靳慧玲每年资助其 2000 元，直到他在北
京找到工作；父亲先天残疾的岳某，母亲一
人忙里忙外，还要伺候长年有病的丈夫，家
里根本没有能力支持她上高中，岳某休学在
家，靳慧玲当即决定对其进行救助，使岳某
重返学校……

孙老师动情地说，“28 年间，且不说靳氏
父女及其学生捐助的其他教育费用，仅直接
受到他们恩惠的贫困学生，就有 500 多人！”

在台湾慧光果园，靳慧玲女士保存有
500 多封“感谢信”，随意打开一封，字里行
间充满了对靳氏父女的感激之情。“做人，
要有感恩之心！”现正在孟津三高就读的岳
某说，她已经受资助两年了，每次收到资助
款，她都要给靳慧玲写一封“感谢信”，“没
有他们的资助，我真不知道这学还能不能
上下去。将来我会用实际行动报答他们，
报答社会！”⑦5

再难也要照护好父亲

近年来,我省农村活跃着一种流动商品
“超市车”。这种“超市车”大多是箱式货车,
里面用简易隔板分割，经营种类多达数十
种。把一个小型商品超市以流动车的方式搬
到偏远农村,农民可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各
种小商品。流动“超市车”一进村，村民们就
相互转告，争相购买。有不少“超市车”直接
为乡村小商店、小超市供货上门，很受欢迎。

由于“超市车”流动性较大,目前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对其监管还达不到全覆盖，由此

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主要是：其一，大部分
“超市车”都没有进行规范的备案登记，所以
食品的可追溯性较差，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障；其
二，食品类货物对加工、储藏、运输等环节都
有严格的要求，而“超市车”的储藏、运输条件
有限，在质量保障上也存在一定隐患。这种
影响农村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流
动“超市车”，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加
强监管。⑦8 （任振宇）

应加强对农村“超市车”监管

每次去郑州人民公园，都会碰见几位自
称“道士”的男子向我们推销手链、红绳等物
品。而且他们刚开始都是以免费赠送为由，
说送给我们一串手链或一条红绳，当我们信
以为真，接到手里时，他们居然以捐钱为名让
我们掏钱，如果不掏钱，他们就缠着不放，如
果退还手链或红绳，说不要了，他们居然说，
接收物品不能退回，否则命运不好。

现在每个周末我们再去郑州人民公园，
很多时候只要碰到那几位自称“道士”的男子
都没有了游玩的心情。上个周末，我和朋友
本来正在蹦极下面河水对岸的小树下坐着乘
凉，正说着开心，突然一位自称“道士”的男子
走上前，问手链要不要？我摆了摆手，说抱
歉，不需要，谁想，那位“道士”一把把手链塞

到了我手里，说小伙子，免费送你的，一看这
阵势，我慌忙把手链还给那位“道士”，然后和
朋友起身离开。

这不是强买强卖吗？天底下哪有免费的
午餐？据我所观察，这些自称“道士”的男子
很可能是伪装“道士”，试想，天底下有哪个道
士会走出寺院推销物品？

这些自称“道士”的男子一次又一次以
免费赠送为由向游客推销商品，难道就没有
管理人员管管吗？其实，管理这些自称“道
士”男子很容易，只要公园管理人员加大巡
逻力度，逮住一次说服教育，第二次警告，第
三次惩罚，再发现，就直接扭送派出所，相
信，这些自称“道士”的男子很快就会从公园

“消失”。⑦8 （翟文龙）

管管公园里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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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级批准，根据工程施工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圃田收费站

部分匝道封闭施工，其间 8 月 24 日至 9 月 1 日晚 8:00-早 6 ：00 圃田

收费站互通式立交桥武汉至圃田方向下匝道禁止一切车辆下站；8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晚 8:00-早 6 :00 圃田收费站互通式立交圃田站

至北京方向匝道禁止一切车辆上站。

圃田收费站互通式立交桥武汉至圃田方向匝道封闭施工期间，

过往车辆可在京港澳高速航海东路收费站、南三环站提前下站；圃

田收费站互通式立交圃田站至北京方向匝道封闭施工期间，过往车

辆可沿京港澳高速南行至航海东路收费站，在航海东路调头北行或

沿 107 国道北行至东三环东站，经连霍高速往东转京港澳高速北行。

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通行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并服从

高速交警和路政人员指挥。

二、交通管制期间，将适时采取限速行驶、变换车道、禁止超车

等管制措施，并禁止超限、超载车辆通行。

三、过往司乘人员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行驶。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请慎重选择最佳行驶路

线，请过往车辆和人员周知并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2015年 8月 21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圃田收费站
部分匝道封闭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针对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三门峡渑池县供电公司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以确保迎峰度夏期间
渑池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一是加大对输电线路和变电设
备的巡视检查力度，重点加强对各变电站设备的特殊巡视
并进行设备测温；二是针对恶劣天气引发的设备故障，公司
95598 客户服务热线保持 24 小时畅通，应急抢修队伍 24 小
时待命，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客户用电的万无一失；三是积极
做好树障清理工作，为电力线路开辟“绿色通道”。

（徐晓丽）

渑池县供电公司全力以赴迎峰度夏

受有关单位委托，河南水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40％股权通
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挂牌价为人民币 475
万元。

一、该公司位于郑州市林科路 6 号院，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要经营建筑
材料；企业管理咨询；市政工程等。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河南水利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批准。

三、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该公司总资产 4326.03 万元，总负债
3233.56 万元，净资产为 1092.47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2.为法人的，应为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3.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其他披露事项详见中心网站公告。
六、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2 日

18：0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用拍卖
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优先购买权人）请在公告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申请、提
交相关材料、并向中心缴纳保证金 40 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
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
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其他详情见中心网站公告：http://www.hnprec.com。

联 系 人：任女士 支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 8月 21日

河南水投贸易有限公司
40％股权转让公告

豫产交公[2015]70号经新安县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新安县五头粮食管理所
(以下简称“五头粮所”)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通过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一、转让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产权构成：
五头粮所位于新安县五头镇，注册资本 75.5 万元，经营范围为粮食、油

料收购、仓储、调拨。现有职工 8 人。新安县人民政府持有五头粮所 100％
产权。

二、转让标的企业经审计、评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及核准或备案情况：
截至 2014年 4月 30日，经洛阳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五头

粮所资产总额 218.11 万元，负债总额 288.12 万元，所有者权益-70.01 万元。
经洛阳天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和新安县旭日不动产评估事务所评估
的五头粮所总资产 420.19万元，总负债 288.12万元，净资产 132.07万元。评
估结果已经新安县国资局备案。

三、受让方应当具备：1.具有良好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2.自
然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挂牌价及交易方式：
五头粮所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挂牌价 258.25 万元，保证金 80 万元

（以银行到账为准，未确认申购资格或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成交后 5 个
工作日内签订转让合同并一次性支付价款，保证金可转为交易价款。公告
期自见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意向
受让方，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地址：洛阳市洛阳会展中心A区4楼422室
联系人：李先生 邱先生 电话：0379-69921073
网址：www.lyggzyjy.cn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 8月 19日

新安县五头粮食管理所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洛公交易产权[2015]27号

地铁口，金水东路，低

价出售，陈 15837125051。

遗失声明

▲马立华郑房权字第

0601055540 号 房 屋 所 有 权

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原阳县城关镇季全

广告制作中心公章，编号：

4107251003753 丢 失 ，声 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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