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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他身残志坚，三年如一日义务疏
导交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轮椅哥”；
他自强不息，投身公益，带动更多人加
入公益事业……他就是伊川县彭婆镇
李寨村村民李灿学。

身残志坚 三年如一日疏导交通

8月 21日早上，45岁的李灿学坐
着轮椅从村里出发，上午10点半他准
时出现在伊川县城人民路与文化路交
叉口。这里被称为伊川县城的“西出
口”，来往车流量大，再加上周边有两
个小学，特别是放学时段，安全隐患较
大。作为志愿者之一，李灿学每周一

都和值班的交警一起疏导交通。
二十年前他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摔

伤了腰椎，造成完全性下肢瘫痪。由
于经常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李灿学
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2014年9月的
一天，李灿学与十几个志愿者第一次
在该路口疏导交通，“原打算做两个
月，没想到一直坚持下来了。”李灿学
说。如今，除了寒暑假，每周一，李灿
学都会和同伴们来志愿疏导交通，大
家亲切地称他为“轮椅哥”。

“看到孩子们排队过马路，秩序井
然，我觉得我们的行动起到效果了，心
里特别美。”李灿学说。

投身公益 帮助更多残疾人

李灿学深知残疾人的不便和艰

辛，在残疾朋友遇到困难时，他积极联
系爱心人士进行救助。从 2013年至
今，李灿学共为需要轮椅的贫困残疾
人募集轮椅50多辆，联系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多次为 20多位重度残疾人
捐赠生活用品和辅助用具，帮助11名
残疾人解决就业问题。

几年来，李灿学参与公益活动上百
次，以阳光、开朗的生活态度积极传播正
能量，传递爱心：联合志愿者网友，为患
白血病的女大学生募集治疗款48.2万
元；联系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团队为伊川
县3所学校建立了“爱心书屋”；募集资
金9万多元资助贫困学生30多人……

李灿学以残疾之躯投身公益，带动
了很多人加入公益、奉献爱心，他先后获
得洛阳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洛阳市志愿
者之星等荣誉称号。③5

“奔跑”在公益路上的“轮椅哥”

□丁新科

斯 人 已 逝 ，唯 爱 长 存 。 这 两

天，两则河南人的事迹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太康籍百岁抗战老兵王

福昌，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国家医疗

卫生事业；安阳患癌女交警杜开

宁，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俩人年龄

相差半个世纪还要多，但在生命的

最后关头，都作出了相似的选择，

让人感叹的同时油然而生敬佩之

意和自豪之情：中原大地，大爱奔

涌。

生命的宽度与厚度，从来都是

由人来定义。老兵王福昌经历过

百团大战、保卫延安等战役洗礼，战

功赫赫，离休时享受副军级待遇，但

他甘守清贫，把自己毕生积蓄全部

捐献出去。一件穿了 40 多年的深

色涤卡中山装，是老人留给儿女们

的唯一纪念，老人生前也总是对人

们讲：“我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儿女

留精神！”从战争年代走过的老人，

将信仰刻在心中，践行在路上，在和

平年代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无

数人。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一个

老兵的责任与担当。

或许命运无法选择，但每个人

可以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安阳患

癌女交警杜开宁，得到确诊的消息

后，不是消极应对，而是更加忘我

工作。患病后，她还多次参加安阳

市公安局组织的各项文艺活动，利

用工作平台为群众解答交通热线

百余条，消除群众交通方面的困

扰。“我留不住生命，但我要留住光

明。”说出这话的杜开宁，对生命的

理解与坦然让人动容。

一个是百岁老人，一个是中年

的女交警，他们为自己考虑得很

少，为他人考虑却很多，通过遗体

或器官捐赠，将生命的意义诠释得

淋漓尽致。这两件事先后发生，看

似偶然，却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这

是河南人甘于奉献的真实写照。

就在本月初，三位来自焦作、周口、

郑州的志愿者同日捐献造血干细

胞，正是因为志愿捐赠蔚然成风，

多年来河南人造血干细胞捐赠成

功案例，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这

不禁让人想起近年来层出不穷的

河南好人现象：从三返火场救人的

王锋到维和英雄申亮亮，从郑州陇

海大院的爱心接力到商丘水上义

务救援队，他们用危急关头的挺身

而出、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奉献，标

注出中原儿女的道德高度，彰显着

中原文化的时代光辉。

著名作家二月河曾经说过，中

原沃土滋养的河南人不仅能在平凡

日子里真情相助，而且总能在危险

时刻挺身而出，这是河南人的传统

美德。由一个个河南好人组成的精

神灯塔，照亮人们的心灵，让“宽厚

待人、乐善好施、纯朴厚道、善于奉

献”的美德代代相传，爱的奉献响彻

中原大地、撒满大江南北。6

□谢梦思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十三

五”时期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设第一

批创建城市名单，我省洛阳、许昌、南

阳、驻马店等 4市入选。

“十二五”期间，郑州、新乡入选

国家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城市，两地

市民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在我

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持续推进之际，

洛阳、许昌等 4 市入选“十三五”时期

全国第一批“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具

有极大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公交都市”是为应对小汽车高

速增长和交通拥堵所采取的一项城

市交通战略，目前已成为全球大都市

的发展方向。公共交通的优势放大

后，就从源头上降低了公众对私家车的

依赖，从根本上调控了城市交通需求总

量和出行结构，不仅会提高城市交通的

运行效率，还会使人们的出行更加绿色

和环保。作为人口大省，我省不少城市

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需求量大，“公交

都市”建设是落实公交优先战略的系统

性工程，通过创建活动，可以很好地提

升城市公交引导城市发展能力、服务保

障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治理能

力，打造高效便捷、安全舒适、经济可

靠、绿色低碳的城市公交系统，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出行权益，不断

提升城市品质。

根据“公交都市”创建指标，将来

市民在市区任何角落，都将实现出门

500 米即可乘坐上公共交通，5 分钟内

实现换乘。这就要求创建“公交都

市”，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和科学管理

“两手抓”。在“公交都市”建设的过

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路网、车辆资源是有限的，公交车辆

也不能无限增加，需要在有限的空间

与条件下，增强城市交通管理的时效

性和精确度，通过科学规划将公交优

先战略贯彻于城市交通体系发展中，

实施规划调控、线网优化、设施建设、

信息服务、综合管理等措施，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的吸引力将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要利用好“互

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不断优化公

交线路、减少换乘等待时间、改善乘

车环境等，提升服务水平，实现城市

交通智能化，让市民获得更好的出行

体验。

建设“公交都市”离不开市民的

积极参与。广大市民更多地选择公

交车、自行车等出行方式，践行绿色、

低碳的出行理念，遵守公共交通秩

序，维护交通安全，才能获得更畅通

的出行环境，有力助推“公交都市”成

为共享、共建的工程典范。

缓解交通拥堵、方便市民出行、

提升城市品质，这是建设“公交都市”

的初衷。洛阳、许昌等 4 市入选“十

三五”时期全国首批“公交都市”创建

城市，必将为其他城市提供宝贵的经

验和借鉴，让公共交通发展更上层

楼。6

河南好人 时代光辉
著名作家二月河曾经说

过，中原沃土滋养的河南人不

仅能在平凡日子里真情相助，

而且总能在危险时刻挺身而

出，这是河南人的传统美德。

“公交都市”让城市更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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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指尖上”
的监督

据《北京晨报》报道，身为某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宋某在
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短短三个月内被两
拨人诈骗了近两亿元。因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 图/吴之如

利用微信，湖南保靖县纪委在 12 个乡镇的 177

个行政村建立“村级权力监督微信群”，让村民、村干

部、乡镇干部、纪委干部成为“朋友圈”的朋友，打造

指尖上的“大监督”。（据 8月 21日《中国纪检监察
报》）

打造“指尖上”的监督，此举着实可以解决不少

问题。通过微信群，该公开的项目可以适时公开，接

受群众监督；该通报的事项及时通报，让群众了解全

村的大事小情；对于有问题的人和事，村民可以一键

举报……村民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诸多“大事”。

用好“指尖上”的监督，需要精心呵护。手机有

微信功能的村民，会不会随时关注微信、会不会正确

使用微信？会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的

村民，不主动揭发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问题？这

些情况表明，只有服务周到细致，“手把手”“心贴心”

地教村民熟练使用微信；加强疏通，让村民自觉发挥

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到村级财务监管、作风监督，

“指尖上”的监督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助力党风廉政

建设。3 （夏季伟）

“吐槽食堂”案件
还需深入追责

“河北涉县一男子发帖称医院食堂价高难吃被

拘留”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邯郸市公安局

立即组成工作组，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全

面复查后认为，原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不当”。邯郸

市公安局责成涉县公安局撤销处罚决定，对派出所

所长停止执行职务，对办案民警调离执法岗位，责令

派出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同时，要求涉县公安局

举一反三，在全局范围内开展执法活动大检查，进一

步规范执法行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据8月
21日央视新闻）

邯郸市公安局的处理决定是及时的，但还需进

一步追责。依据相关法规，基层派出所要拘留犯罪嫌

疑人或违反治安管理嫌疑人，必须请示县级公安机关

的相关科室和领导，并经审核确认、签字和发证之后，

派出所具体执法人员拿着拘留证才能拘留嫌疑人。

如此看来，作为审核并发出拘留证的涉县公安局等相

关科室、责任人，以及主抓该项工作并签字的局领导，

也同样存在把关不严、适用法律过错的责任，一样应

该被追责，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类似低级错误再次发

生，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6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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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8 月 22 日，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该厅
和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成品住宅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2018年 1月 1日起，全省所有市、
县新开工建设商品住宅，全部要按
照成品住宅设计建设（不含 4 层以
下住宅及单套面积大于 200 平方米
的住宅）。

成品住宅是按照一体化设计实
施，完成套内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
铺装或涂饰、管线及终端安装、门窗、
厨房和卫生间等基本设施配备，具备
使用功能的住宅。“发展成品住宅是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提高建设水平、
推进节能减排、加快住宅产业现代化
的有力抓手，更是提高住房供应品质
的重要途径。”省成品住宅研究中心
秘书长张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以后装配
式建筑、绿色建筑、被动房，最终都要
给社会呈现最优、最好的成品住宅。”

近年来，郑州市成品住宅发展势
头迅猛。2017年，郑州成品住宅开发
企业达20家，在售楼盘超过40个，预
计成品住宅开发体量将超 1200万平
方米（含郊县），开发面积是两年前的
12倍。《指导意见》要求，积极有序推
进成品住宅开发建设工作，逐步提高
成品住宅在新开工住宅中的比例，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郑东新区新开工商品住
宅项目要全部推行成品住宅。

我省发展成品住宅遵循“经济、适
用、绿色、美观”的原则，成品住宅实行
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与管理，可根据
不同层次需求逐步开展“菜单式”“订
制式”的成品房交付模式。《指导意见》
明确，优先支持成品住宅建设项目用
地，将成品住宅建设要求纳入土地出
让建设条件，从源头进行严格把关。
在成品住宅工程的质量控制上，成品
住宅项目实行分户验收并进行室内环
境检测，没有组织分户验收或分户验
收不合格的成品住宅项目不予办理竣

工验收备案手续。同时，积极支持符
合条件的成品住宅项目申报绿色建筑
运行标准奖励资金，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奖补。

而对建设成品住宅且符合条件的
的企业，按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
策。《指导意见》规定，房地产开发企
业开发成品住宅发生的实际装修成
本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成品住宅
项目建筑废弃物处置费，可由地方政
府予以减免。对采用装配式建造方
式建设的成品住宅项目，减半收取农
民工的工资保证金；对采用成品住宅
技术的优质诚信企业，在收取国家规
定的建设领域各类保证金时，可适当
给予减免。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培育龙
头企业和示范项目。省直有关部门将
对各地新建成品住宅目标完成情况、
支持成品住宅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考核，建立考核、奖惩、通
报制度，引导成品住宅市场持续健康
发展。②9

明年起全省新商品住宅全部“成品化”
□本报记者 卢 松

8月 22日，记者从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到，全
省 7 月份福彩销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销售额达到
55190 万元，同比增长 9.91%。其中商丘市、周口市和
滑县、巩义市、长垣县、邓州市销售增长超过 20%。濮
阳市、安阳市、洛阳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漯河市、
信阳市、南阳市和新蔡县、汝州市、永城市销量呈现负
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7月，全省共销售福利彩票
384324 万元，同比增长 4.18%。其中商丘市和邓州市
等 11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

濮阳市、信阳市、安阳市、洛阳市、南阳市、焦作市、平
顶山市和汝州市、永城市、鹿邑县呈不同程度负增长。

从目标完成情况来看，今年7月份，全省福彩销售目
标完成率为97.39%。全省共有8个省辖市和5个省直管
县（市）超额完成销售目标。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福彩销售目标完
成率为 56.52%。省福彩中心郑州航空港分中心、开封
市、商丘市、济源市、新乡市、三门峡市、鹤壁市、周口市和
邓州市、新蔡县、长垣县、兰考县、固始县、巩义市实现了
目标完成与时间同步。安阳市、郑州市、南阳市、濮阳市、
信阳市、平顶山市、洛阳市、焦作市和汝州市、鹿邑县、永
城市目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省7月份福彩销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单 位

商丘市

新乡市

开封市

郑州市

周口市

许昌市

鹤壁市

三门峡市

济源市

驻马店市

漯河市

平顶山市

焦作市

南阳市

洛阳市

安阳市

信阳市

濮阳市

港区分中心

省直管县（市）

邓州市

新蔡县

固始县

长垣县

兰考县

巩义市

滑 县

鹿邑县

永城市

汝州市

全 省

7月销量

2597.62

2549.99

2242.14

13914.78

2284.65

2305.88

995.21

1476.51

621.22

2194.91

1347.85

2159.70

2256.43

3385.13

4972.70

1913.50

2131.35

1431.19

339.99

737.87

144.44

392.05

424.49

363.10

789.57

370.77

173.31

428.59

244.91

55189.83

7月目标

2200

2575

2017

13908

2317

2283

950

1458

617

2375

1383

2442

2267

3958

5542

2292

2333

1625

258

650

175

408

383

300

700

292

200

475

283

56667

目标完成率
（%）
118.07

99.03

111.18

100.05

98.62

100.99

104.76

101.25

100.74

92.42

97.44

88.45

99.55

85.52

89.73

83.50

91.34

88.07

131.61

113.52

82.53

96.01

110.74

121.03

112.80

127.12

86.65

90.23

86.44

97.39

全省排名

2

10

3

8

11

6

4

5

7

13

12

16

9

18

15

19

14

17

1

3

10

6

5

2

4

1

8

7

9

本年度累计销量

16905.85

18485.13

15584.79

88244.70

16342.59

15807.70

6702.73

10410.68

4553.37

16565.89

9609.44

16366.71

15240.94

25791.43

37230.83

14106.23

15400.38

10619.24

2418.14

5545.28

1298.06

2998.68

2828.01

2204.02

5050.24

2038.34

1222.67

3029.45

1722.40

384323.93

本年度累计增长率
（%）
18.17

11.58

9.63

8.01

7.62

4.71

3.74

3.21

2.68

2.54

0.16

-0.02

-0.53

-1.21

-1.26

-4.63

-4.94

-7.48

-

24.96

19.97

15.53

9.96

7.08

2.90

0.57

-0.24

-3.88

-7.43

4.18

全省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7年7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截止日期：2017年7月31日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