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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笔者在媒体上浏览了一些县市级领导下
乡慰问困难群众的新闻。在为他们点赞的同时，也有一
种“高、大、空”,让人不舒服的味道。

一是“高”。就是规格高。许多电视镜头或报纸版面
上显示，领导下乡时，西装革履，跟随轿车数辆，“轰轰烈
烈地”入村，带着的却是大米、食用油、鸡蛋等些许物品，
而后在媒体记者摆好姿势的摄像、摄影下，领导才“经验
式”地握住困难户群众的手嘘寒问暖，似乎有故意彰显

“高贵身份”和“光辉形象”的作秀之嫌。
二是“大”。就是队伍庞大。领导下乡慰问，多是有

人陪同，包括秘书、所在乡镇农村领导、村干部、记者等一
二十人，几乎把农家小院可以站满。随后，主要领导和慰
问对象握手后，立即走人“了事大吉”。

三是“空”。就是空谈。具体表现为：领导握着贫困
农民、企业职工乃至残疾人的手，询问近期的生活状况和
身体情况后，总是要说一堆套话空话，而不是有针对性地
在解决技术、资金难题上着手帮贫济困。

笔者认为，上述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改正或杜绝。
一些领导干部要轻车简从、实事求是地去下乡慰问；要屈
身坐下来，认真聆听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致贫原因；要
贯彻落实好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方针，主动帮扶、带头扶
贫，摸清扶贫的底子；要做好做实困难户入网登记工作，
利用产业增收、就业创业、政策兜底、医疗救助、助学扶智
等方式方法实现脱贫。⑦8

建设“美丽乡村”是落实十八大精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需要。

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为此，很多地方下大力气整治农村环境，

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而与此同时，一些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关的问题却往往被有关方面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如“文化垃圾”污染乡村，

不良风气平添不和谐因素，空巢老人易受伤害，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堪忧，等等。

站在全局的角度上看，追求“美丽乡村”之美，不仅要注重外在形象美，而且要更加注重内在美，也就是精神文化层

面的修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好风气，“美丽乡村”之美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⑦8

2015 年 11 月，本报刊发了《新校成空校 何时能启用》
的报道，反映宁陵县阳驿乡后陈新村一小学建成后闲置长
达三年多的事，时隔两个多月，本报记者再次回访校舍利用
情况，宁陵县教体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后陈新村小学有
望改造成一所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年后将迎来第一批新
生。

宁陵县教体局校安办负责人说，报道刊发之后，该局十
分重视，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经过研究初步决定，责令阳
驿乡中心学校尽快采取措施，确保 2016 年新春后如期招生
开学。

该负责人介绍，阳驿乡中心校经过调研后拿出的初步
方案是，准备将后陈新村小学改建成寄宿制留守儿童学
校。由于阳驿乡外出务工家庭较多，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所
寄宿制学校，如果将闲置的后陈新村小学改建成食宿一体
的学校，将大大解除当地外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

据介绍，该学校预计招生 200 人，目前该校正在成立学
校领导班子，调配教师，还将利用寒假期间宣传招生，力争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筹备，春节过后第一批学生能够顺利入
校。

此外，针对之前颇具争议的占地补偿款问题，该负责人
表示，正在跟乡政府、村委会积极协商，通过适当减免租地
费用的方式，先让新学校运营起来，之后再通过学校的发展
补偿当地村民的损失，最终实现多赢。⑦8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日趋迫
切。但一些“文化垃圾”也趁机下
乡，使发展中的农村文化出现了不
和谐音符。“文化垃圾”下乡，不但
没有把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食粮送
给农民，反而污染了农村文化市场，
给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带来不可
估量的负面效应，影响了乡风文明，
并给农村带来不稳定因素。

文化垃圾在农村的表现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办红白喜事时，
演唱荤段子、黄色小调、庸俗笑话
等。也有一些所谓的演出团体，打
着文化下乡的名义，在一些乡村，特
别是庙会、集日等时间点，演出格调
低下的节目。还有就是一些非法出
版物和盗版音像制品泛滥。一些地
方的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农民们除
了下地干活，闲暇时光，便是打麻
将、“斗地主”，使“文化垃圾”乘虚
而入。

组织健康、文明、向上的文化产

品充实农村文化市场，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文化、公安、工商等有关部
门齐抓共管，严厉打击不法分子送

“文化垃圾”下乡的行为，发现一宗
查处一宗，净化农村市场。而整顿
民间剧团，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让

“文化垃圾”在农村无处存身，也应
是文化部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要
在农村继续加大社会主义荣辱观宣
传教育力度，着力提高农民综合素
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
实基础。⑦3

近年来，农村结婚彩礼“行情”暴
涨，远远高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和农民收
入的增长幅度，导致一些农村家庭苦不
堪言，甚至因娶亲致贫。彩礼本是一种
传统民俗，是美丽乡村爱情的象征。可
如今的彩礼不断攀升、不断加价，使传
统民俗蒙上了奢侈、攀比的阴影。

近日，笔者走访了淅川县多个村
庄，对农村令人咋舌的“天价”彩礼现象
进行调查，调查发现：目前在部分农村
婚嫁成本费起步价平均达 30 万元，盖
新房或买楼房并管装修、家电一应俱
全、“三金一冒烟（摩托车）”基本成为婚
礼的“标配”，汽车成为婚礼的“高配”，
这让多少农村家庭“望婚兴叹”、“有心
无力”，斩断了多少本来应该非常美丽
的乡村爱情，高额彩礼成为压垮部分家
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笔者走访的村庄，彩礼不堪重负
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一是价格仍被一些人哄抬不止，
而其他人为了顾面子，也只好跟随其

“定价”，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彩礼价格不
断升高，村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二是观
念陈旧的问题。比如农村人认为女儿
出嫁后就是婆家人，是“泼出去的水”。
既然如此，十几年的养育之情总要通过
彩礼获得回报，所以索要彩礼越来越出
格。一些农民因为自身家境不好，把女
儿当成了摇钱树，对彩礼漫天要价，不
仅影响了女儿的婚恋自由权，而且让本

身家境不太好的对方家庭债台高筑，因
婚返贫。

“天价”彩礼的日渐泛滥，不仅是在
挑战公序良俗，最让人担心的是“天价”
彩礼背后的隐患，因婚返贫、诱发“闪
离”、索回彩礼案件上升，甚至因高价彩
礼而闹出命案，诸如此类现象，恶化农
村乡风，破坏基层社会稳定。

然而，“天价彩礼”在农村却大有市
场，而且根深蒂固。首先，彩礼或者直
接说财礼，是男方的财力展示，更是女
方的面子，谁也不想让人指责家里过得
不够好或者闺女身价太低等伤面子的
话，但是不伤面子伤钱。其次，彩礼习
惯也是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
子中。在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和“约定
俗成”的“规矩”枷锁下，谁也无法打破
这种风气，谁也不敢去吃这个螃蟹。

对于“天价彩礼”的陈规陋习，必
须下大力气破除。笔者认为，要刹住
彩礼攀比之风，必须官民互动。政府
做好破解彩礼之痛的“引路人”、“破冰
者”和“总导演”。必须借助乡贤的力
量，政府与乡贤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把抵制“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
操大办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经
过村民大会讨论，印发全体村民家庭
执行，使之成为村民共同遵循的行为
准则。从而将文明婚礼、吉祥彩礼的
观念种植到村民心中，杜绝天价彩礼
回潮的可能性。⑦8

最近，在豫南农村，一些空巢
老人家庭接连发生被盗现象，所
盗走的既有现金，又有米面粮油
等生活用品，也有一些是猪羊等
牲畜。此类事情的发生，有的老
人以“破财消灾、钱走人安乐”的
思想去面对，自己安慰自己。有
的倒是纠结得不吃不喝，甚至身
染重病、卧床不起，花去高额的医
疗费用。这样，不仅给家庭带来
了经济负担，而且也影响了新农
村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的加快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快速转移，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
多，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
问题。这类人员多半年老体弱且
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因此成为一些
不法分子的“猎物”。今年 70 多岁
的空巢老人刘老汉和老伴儿种了
几亩责任田，并用辛苦和省吃俭用
攒下的钱买了几只羊，一天晚上全
部被盗。无独有偶，就在刘老汉家
被盗后的第三天，邻居孙氏因为去

闺女家小住，当晚家中也被盗。
农 村 空 巢 老 人 家 庭 被 盗 现

象，应当引起全社会关注。作为
党委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关爱空
巢老人的宣传，让空巢老人有“温
暖感”。作为空巢老人的儿女，更
有义务让老人们有“安全感”。空
巢老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预
防被骗被盗事件发生；外出走亲
戚时，要找人看门，免得给不法分
子留下作案空间，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⑦3

“镇上说给残疾人发过冬福利，领回来的竟然是一件
超短裙和一件超短裤。”陕西省岐山县蒲村镇鲁家庄村的
孙先生向记者投诉称，他卧床多年的残疾爷爷，却领到超
短裙福利的事情，让家人啼笑皆非，记者留意到，孙先生
给爷爷领回的短裙和短裤，被扔在炕头一角。裙子长度
有 30cm 左右，而短裤更短，仅有 25cm 左右。短裙及短裤
质地极差，不仅皱皱巴巴，而且又脏又短。当地政府回应
称，“这些衣服是上海一家公司给镇上捐赠的，其中大部
分是女装。孙先生领到短裙和短裤一事属实，不一定是
给他的残疾爷爷穿，家里其他成员也可以穿。”（1 月 4 日

《三秦都市报》）
正如孙先生的奶奶所言，“这个裙子、短裤短得连屁

股都裹不住，别说给老人穿，村里的年轻娃估计都不敢
穿。给庄稼人送福利，咋就不送点实实在在能用的东西
呢？”温暖送到“家”，却没有送到“心”；做了好事，却没有
得到认可，这可不是小事。当然，下雪天送超短裙，也另
有原因，比如，不少生产型企业无偿捐赠的要么是反季捐
赠，要么是积压产品、残次产品，而不少企业之所以捐赠
就是考虑到储存及销毁的成本等问题。对残联组织及受
捐地政府而言，也可能因为经费、仓储等多个因素而不大
可能把物资存放上大半年。所以，就出现了“越暖越加
热”或“越冷越清凉”等笑话。这其中，既需要残联组织、
基层政府及社群机构做好解释、安抚工作，更需要提升扶
贫、救助的智慧。如果当地政府回应属实，这些衣服是上
海一家知名服装企业所捐赠的高质量女装，那么当地政
府怎么就没考虑义卖呢？从实践来看，义卖收益往往会
超过产品本身的实际价值。如果残联组织及当地政府只
是被动地接受及发放捐赠物资，显然违背了精准扶贫的
精神和要求。

送温暖要“精准”，莫要“秀温暖”。比如，将“送温暖”
与扶贫攻坚、改善民生、化解矛盾等内容相结合，坚持问
题导向，开门“听意见”，全面了解弱势群体最迫切的需
要，切实兜住民生底线，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最需要处。
反之，送温暖就成了表面文章，成了瞎折腾。有报道称，
不但有个别领导干部把“送温暖”当作年终任务，敷衍了
事，还“精心选点”，诸如要交通方便、被访者要“会说话”
等等。其实，这等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送温暖”的初衷，
把好经给念歪了。所以，送温暖一定要送到人民群众的
心坎上，要少些“安排”和“导演”，尤其不能“越暖越加
热”，或“越冷越清凉”。 ⑦8

新年伊始，济源市爱心志愿者来到王屋山区庭芳小学，逐一走访考察对象家庭，实地了解其家庭状况以及学生学习、生活情
况，建立长期资助计划，并为学生带来棉衣、书包等生活、学习用品。⑦8 本报通讯员 贾书琛 摄

送温暖要注重实效
□刘英团

下乡慰问切莫“高大空”
□李现理

空置校舍年后有望迎新生
□本报记者 翁 韬

编 者 按

“天价”彩礼陋习要不得
□任振宇

“美丽乡村”别忽视了“内在美”

空巢老人家庭被盗现象应予关注
□赵兰奇 李建武

莫让“文化垃圾”污染美好乡村
□王树恒

▲任洋锋将漯河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学毕业

证 遗 失 ， 编 号 为

137801201006002944，声 明

作废。

▲河南天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副本丢失，证书编号：

A2014041060304-4/1，声 明

作废。

▲河南闻禹律师事务所

刘淑杰律师执业证遗失，证

号 ：14101200611900375，流

水号：10295810，声明作废。

▲王志峰、王彦恒豫准

字 17716881 户口准予迁入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汪培明，男，其高级

工程师任职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B14090900005），证书

取得时间：2010 年 5 月 7 日，

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遗失，

现声明作废。

▲博爱县法律援助中

心刘春来律师工作证遗失，

证 号 ：14108200280231630，

流 水 号 ：30024046，声 明 作

废。

▲河南省华东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丢失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资 质 证 书 副 本 ，编 号 ：

A2014041022101-7/7，声 明

作废。

受平顶山市高速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
其所持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标
的企业）0.273％（510.84 万股）的国有股权
进行公开转让。挂牌价格为 1220.91 万元
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平 顶 山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注册地址为河南省平
顶山市湛河区亚兴路 1 号院。注册资金
187067.9349 万元整。经营范围：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
服务；从事银行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厦门泉舜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标的企业 9.38%的股权；郑州大方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8.94%的股权；
宝丰县水泥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7.29 %
的股权等其他法人、自然人股东。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通

过，并经平顶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批
准（平国资产权【2015】127 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经平顶山华英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标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3312428.46万元，负债总额为 2917535.16万
元，所有者权益 394893.30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
案情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经平顶山市恒
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标的企业资产
总额为 563.68 亿元，负债总额为 518.96 亿
元，净资产为 44.72 亿元。该评估报告已在
平顶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备案（备案
编号为：平国资备字【2016】第 1 号）。

六、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根据国家关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

行业的政策精神，结合标的企业实际情况，
本次意向受让方需为依法设立、具有法人
资格的民营企业；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
组织管理方式；

3.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
纳税记录，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
款本金和利息；

4.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
况；

5.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
力，报名时提供 1500 万元的支付能力证
明；

6.财务状况良好，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
续盈利；

7.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
的 30％；

8.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本企
业净资产的 50％；

9.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
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0.《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
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5
年第 2 号）中关于股东资格要求的其他审
慎性条件。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受让成功后，受让人资格须按法律、法

规规定经相关部门核准。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4 日 17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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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意向受让方受让后 3 个工作日内应
与转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5 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
关资料，并缴纳 500 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
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
交相关材料或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
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如竞买成功可
将保证金抵作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如资
格审查未被通过或竞买未成功，无息全额
返还保证金；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价造
成交易失败的，或因意向受让方原因未能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或未能按时支付全部
转让价款的，则其原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5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8日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73%国有股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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