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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2月 11日上午，原阳县福宁集乡
后堤村，欢声笑语在一个农家小院里
回荡着。

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校长
朱刘峰带领两名教师，与两名原阳籍
返乡大学生一起，为学校五年级学生
李奕龙送来喜报、奖学金和过年礼
物。“孩子在学校表现得好，我们真是
欣慰。”前一天晚上刚从广州回到家
的孩子父亲握着老师的手，激动地
说，“感谢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志愿者
团队的关爱。”

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是一
家民办小学，现有学生 215名，八成

以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只有春节时
才能和父母团聚。朱刘峰说：“春节
前给学生送喜报，不仅增添学生家里
的喜庆气氛，也趁这个机会进行家
访，与孩子的父母进行深入交流。”

“我们利用寒暑假，把原阳籍大
学生组织起来，关爱留守儿童，给家
乡的孩子们带来温暖。同时，用我们
的学习经历，影响带动他们，让他们
有个更加光明的前程。”参加当天活
动的华中科技大学三年级学生闫佳
慧介绍，去年暑假返乡后，她组织近
30名原阳籍大学生开展了“三人行关
爱留守流动儿童夏令营”，这个寒假
他们又给留守儿童送来喜报，给家乡
的留守流动儿童带来爱和温暖。③4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今年12岁的胡玉，是林州市合涧
镇大付街村人。她的父亲患尿毒症
14年，母亲自她出生后就离家，至今
未归。对于从小缺失母爱的胡玉来
说，春节最“难熬”。

正当她难过时，2月11日，“爱心
妈妈”出现在她面前。“孩子，以后我
就是你的妈妈！”这天上午，“爱心妈
妈”团队成员雷晓艳走进胡玉家中，

“母女”二人相拥在一起。
“爱心妈妈”是林州市一个以女性

为主体的民间慈善团体。2014年，林
州新兴社区党支部书记牛正军在一次

“金秋助学”活动中了解到，全市有近
400名贫困儿童，有些孩子连正常的
生活学习都无法保证，于是牛正军联
合几位党员和热心女士组建“爱心妈
妈”团队，对这些孩子进行一对一帮
扶。自成立至今，该团队已有“爱心妈
妈”180多人，结对帮扶70多个孩子。

春节即将来临，2月11日早上，记

者跟随20多名“爱心妈妈”，赴合涧、
临淇等乡镇，为8个孩子送去温暖。

一路上，临淇镇李家寨村10岁的
贫困女孩常敏慧与她的“妈妈”王小
红形影不离。常敏慧的父亲偏瘫多
年，奶奶一人照顾两代人。王小红驻
村当第一书记后，成为常敏慧的“妈
妈”。放寒假后，王小红把孩子接回
自己家，并为她报了补习班。

贫困儿童王静静的父亲患有精神
病，母亲生下她就离开了，她从小没喊
过一声“妈妈”，一直跟随奶奶生活。

“孩子，让我当你的妈妈吧！”“爱心
妈妈”们排成一排，让王静静自己挑选。
最终，来自林州市中医院的护士牛冬云
得到孩子认可。其他“妈妈”们纷纷鼓
掌，为这对“母女”的缘分感到高兴。

“‘爱心妈妈’不是简单地捐钱捐
物，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付出情感和长
期坚守。”牛正军介绍，在“爱心妈妈”
的帮扶下，目前该团队所帮扶的贫困
儿童学业均得到保障，有4人成功走
进大学校门，7人顺利考入林州市重
点中学。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徐春浩

“爸爸妈妈，快过年了，早点回
家吧！”春节即将来临，2月12日，焦
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留守儿童李
晓璐，用河南理工大学资环学院“情
暖留守儿童，守望美好未来”爱心服
务团成员的手机，拨通了在外打工
的父母的电话。

据了解，由于亲情缺失、教育失
范等原因，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存在
感情脆弱、缺乏自信等心理，甚至有
的成了“问题儿童”。为了给留守儿
童们撑起“爱心保护伞”，河南理工
大学实施“爱心暖冬工程”，大学生

志愿者给孩子们送去了书籍、玩具
等，还教他们学唱歌、学电脑、学书
法、学绘画，与孩子们一起互动交
流，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温馨、明媚。

此外，针对留守儿童不善交流、
孤僻任性等性格问题，服务团队还专
门成立了心理辅导小组，开设“与梦
想同在，与幸福同行”心理辅导课，开
通“亲情热线”、网络视频，提供心理
咨询、学习辅导，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抗挫折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努力让
他们健康、快乐地生活、成长。

“有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疼
爱，我好像又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感觉好幸福！”11岁的留守儿童王丽
丽说。③5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任红亮

2月 10日，当记者走进义马市祥
和小区王晓静家的时候，小琪琪正在
展示自己刚刚画好的漫画，画纸上画
着一架火箭，火箭里坐着两个小人
儿。小琪琪用稚嫩的声音说：“这是
我画的火箭，我和‘火箭军姐姐’坐在
火箭里，要起飞了。”看着王晓静和小
琪琪的亲密劲儿，很难想象她们其实
并没有血缘关系。

一年前，正在火箭军某基地服役
的王晓静在电话里，听到妈妈无意中
提起，有一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名
叫小琪琪，父母均已过世，哥哥常年
在外打工，只留下她与 80岁的外婆
相依为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
二天，王晓静便拜托父母替自己去小
琪琪家里看望，她通过网络与小琪琪

进行了视频连线，承诺要做小琪琪的
“姐姐”。此后，每次晓静回家，都会
把小琪琪接到自己家里住。王晓静
决定，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
分钱资助小琪琪，一直到她大学毕
业。晓静的行为影响了妈妈，她的妈
妈加入义马市妇联“爱心妈妈”志愿
者协会，还担任了会长。

去年年底，晓静从部队退伍回
家。2月6日，小琪琪刚放假，晓静便
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妹妹”接到家里，
带她洗澡，剪头发，买新衣服。两姐
妹一起做饭，一起打扫屋子，还要一
起过新年。

“晓静的行为影响了很多人，我
们授予她义马市‘三八红旗手’荣誉
称号，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
关爱留守、流动、孤困儿童的行列当
中，解决家庭、社会的后顾之忧。”义
马市妇联主席陈婕说。③4

本报讯 这个春节怎么过？2月
12日，记者获悉，《今日消费》周报开
启视频过年新模式，为老百姓增加了
一道年味文化餐，在春节前推出《幸
福地下铁》等 3部原创暖心微电影。
这些影片均由《今日消费》周报“今日
视觉”拍摄制作，历时三年，讲述了一
个个动人的河南故事。

微电影《幸福地下铁》分别讲述
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郑州人的情
感故事。纪录片《回家》讲述了2016

年一个在京河南籍教授带领两个女
儿徒步从北京回鲁山县老家的故
事。《像少年啦飞驰》可以称为《回家》
的续集，记录了 2017 年炎夏时节，

“回家”的父亲带领更多少年从信阳
徒步走到郑州的历程。

这三部原创微电影的素材来源于
生活，都是发生在河南人身上的平凡
故事，质朴自然，加上老百姓熟悉的河
南元素，容易引发共鸣，给观众带来不
一样的观感。③5 （本报记者）

“孩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喜报送给孩子们

在“姐姐”家过年的小琪琪

《今日消费》周报开启视频过年新模式

原创微电影讲述河南人暖心故事

“暖冬工程”呵护留守娃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健康中原疾控行健康素养有奖竞赛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邀请您参加健康素养知识竞赛答题，答对有红包！

第三套
1.出现较大、较深的伤口，在去医院之

前可以采用的急救止血方法是什么？
A 简单包扎止血 B 指压止血
C 加压包扎止血
2.消除室内空气污染最有效的方法是

什么？
A 适时开窗通风 B 喷洒消毒剂
C 喷洒空气清新剂

3.为了预防高血压，一般成年人每天吃
盐不能超过多少克？

A 2克 B 6克 C 9克 D 12克
4.关于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理

解，下列错误的是哪一项？
A 主要在大医院开展
B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C 老百姓可免费享受
5.下列哪种情况下，应暂缓给儿童打疫苗？
A 哭闹时 B 感冒发烧时
C 饭后半小时内
6.出现发热症状，正确做法是什么？
A 及时找医生看病
B 根据以往经验，自行服用退烧药
C 观察观察再说
7.下列哪种烹饪方式用油相对比较少？

A 干炸 B 红烧 C 蒸 D 煎
8.下列关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描述

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常见病、多发病
B 潜伏时间长，发病隐匿
C 一旦发病多数不能自愈
D 患病后都能够治愈
9.每年的全国高血压日是哪一天？
A 5月31日 B 9月10日
C 9月20日 D 10月8日
10.空腹血糖值单位用 mmol/L 来表

示，那么正常范围是多少呢？
A 5.0-7.0 B 3.9-6.1
C 2.0-3.6 D 6.1-8.0
11.运动能降低血糖的原因是什么？
A 大量出汗

B 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消耗能量
C 身体停止吸收葡萄糖
D 刺激身体大量释放胰岛素
12.下面症状中，不是糖尿病的常见并

发症的是哪一项？
A 胃溃疡 B 心理障碍
C 低血糖 D 阳萎
13.充足的光照会对哪种维生素的生成

和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A 维生素B B 维生素C
C 维生素D D 维生素E
14.成年男性和女性一天最大饮酒的酒

精量分别不超过多少克？
A 20克、10克 B 20克、15克
C 25克、15克 D 25克、10克
15.老年人预防跌倒十分重要，有多少

老年人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呢？
A 60% B 70% C 80% D 90%
16.按照我国现在标准，以下哪组血压

属于正常血压值？
A 收缩压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

压小于95毫米汞柱
B 收缩压应小于 140毫米汞柱，舒张

压小于90毫米汞柱
C 收缩压应小于 130毫米汞柱，舒张

压小于90毫米汞柱
17.治疗疾病用药时，首先应选择什么？
A 口服用药 B 打针 C 输液
18.艾滋病、乙肝和丙肝的途径传播不

包括下列哪种？
A 性接触传 B 血液传播
C 母婴传播 D 食物传播

19.按国家规定的计划免疫程序给孩子
打预防针能够预防哪类疾病？

A 传染病 B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C 营养不良
20.肺结核病是如何传染的？
A 通过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传染
B 肺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

话时喷出的飞沫传播
C 通过输血传播或通过握手、衣物等

接触传染

▶健康小知识

健 康 不 仅 是
没有疾病或虚弱，
而是身体的、精神
的健康和社会幸
福 的 完 美 状 态。
也就是说，健康包
括躯体健康、心理
健康和良好的社
会适应能力。

健康中原疾控行
让我们走向健康

答题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
答题参赛方法：扫描每期文尾二维
码，关注“河南疾控”微信平台，点击
页面下方【知识竞赛】栏目即可答题。

春节临近，为了让所有返乡人员都能在与亲人团聚中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
新春佳节，近日，滑县交警大队从实际出发，积极创新交通安全劝导方式，做好
以劝导返乡人员为重点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滑县交警大队在辖区主干道路与县乡道路接合部、车流量大的村村通道路
等返乡人员的必经路段，科学设置劝导站。以劝导站所在行政村为主，固定劝导
站负责人并配足劝导人员，全天候对返乡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使他们一
踏上家乡的道路就受到交通安全教育。劝导员有针对性地登门入户，通过发放统
一印制的《致春节返乡人员交通安全的信》和讲解交通事故案例，对所有春节返乡
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增强他们遵法守规、安全文明出行的意识。 （程璟）

安全劝导 平安过节

受荥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委托，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荥阳市建
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下称标的企业）9.9%
股权进行公开转让。转让底价为人民币
28.3022万元。

一、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荥阳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4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1万元，
公司注册地址为荥阳市索河路 145号，经
营范围为荥阳市范围内工程监理。

二、标的企业的股权构成情况
荥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持有标的

企业9.9%的股权。
自然人梁磊持有标的企业 89.11%的

股权。
自然人李武持有标的企业0.9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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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荥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经河南华德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标的企业资
产 总 额 为 4594131.53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1984057.96元，所有者权益为2610073.57
元。

标的企业2017年 12月财务报表显示
营 业 收 入 为 312760.38 元 ，净 利 润
为-208838.4元。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照中国法律合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不得与他方联合受让标的股权，也不
得采用匿名委托或信访方式参与受让。

3.意向受让方报名时应同意并签订书面
《承诺函》（文本详见报名材料一：《承诺函》）。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交易条件
1.转让价款的确定：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转让价款（拍卖成交的，按最高报价确定；
协议转让的，按照本次转让公告的转让底
价确定）。

2.转让合同的签订：受让方确定当日
（拍卖转让的，成交当日；协议转让的，本次
股权转让行为批准单位批准当日），双方按
照《产权交易合同（草本）》（文本详见报名
材料二：《产权交易合同（草本）》）内容签订
正式的《产权交易合同》。

3.交易税、费承担:转让方因本次股权
转让产生的全部税金和随税金征收的费
用，以及咨询费、审计费、资产评估费、产权
交易服务费、拍卖佣金由标的企业承担；受
让方发生的拍卖佣金自行承担。

4.转让价款支付：受让方按规定自《产
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产
权交易机构一次付清转让价款。

5.受让方认可并同意执行《荥阳市建设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股权公开转让方案》（文
本详见报名材料三：《荥阳市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股权公开转让方案》）相关内容。

七、交易保证金的缴纳和处置方法（详
见报名材料三第九条第（七）项）

八、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
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交
易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
户。如因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或未能按时支付交易价款的，则其
原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因违约
给转让方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九、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17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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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时，本次挂牌期满后30日内转让方
以和本次挂牌内容无实质性差异的内容进
行第二次挂牌（本次挂牌期满征集到的符
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视为在第二次挂牌中
自动提出受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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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领取
报名材料，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缴纳5万元受让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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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让成功，保
证金转为交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
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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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3日

国 有 产 权 转 让 公 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8）7号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始终坚持党建领航，全院干警树立起
“学在先、悟在先、行在先”的担当意识，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检察
工作的主要任务，为检察事业贡献力量。该院开展“认真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推进法治卫滨建设步伐”主题党日活动，提升全
院干警承担责任、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意识，增强干警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开展经常
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各个支部及时交流工作动
态、学习心得、工作亮点、创新做法，实时亮工作、晒成绩、赞先
进。还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深化检察队伍建
设，积极组织干警参加培训学习、知识竞赛、公诉沙龙、道德讲
堂等活动，提升检察队伍的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作为国家专
门法律监督机关，身为新时代从事检察职业的共产党人，卫滨
检察院将进一步下大力气，发扬成绩，克服困难，改进不足，始
终如一的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加强检
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队伍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注重提高司法办案能力,根据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布置的新任务，深层次锻造出一支让
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检察铁军队伍。 （崔丽颖）

坚持党建领航 打造检察铁军

今年以来，农行安阳分行严格按照上级
行相关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顺利完成该
行“三线一网格”新老系统的平稳过渡，目前
新版“三线一网格”系统运行稳定。强化组
织领导。该行高度重视新版“三线一网格”
系统上线工作，及时调整了“三线一网格”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此项工作的组织
领导。强化学习培训。为深入推广总行版

“三线一网格”系统运行工作，使每位员工
熟悉系统操作，更好完成履职任务，该行组
织网格管理员、系统管理员进行上机操作培
训，以便能迅速在本单位内进行转培训。同
时，举办培训班，系统讲解了新版系统各个

功能单元的作用和操作流程，确保了每位员
工懂操作、会操作。强化督导力度。该行多
策并举，积极督导员工及时履职。通过微信
群、腾讯通及下发提示函等形式进行全方位
的督导。同时，各支行纪委书记深入网点
一线亲自督导，逐人提问，确保了每位员工
熟悉新的“三线一网格”系统。新版“三线
一网格”系统上线以来，员工行为“网格化”
管理从党建线、纪检线、运营线三个维度加
以细化明确。同时，推出手机版“三线一网
格”系统，不仅对员工行为管理工作有了更
立体、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对各类风险问题
有了更全面、更及时的了解。 （侯瑞生）

今年，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
营镇创新举措，激励党员干部牢记身份，
发挥作用，争做先锋模范带头人。各社
区通过党员推荐、支部评选的方式，推选
出党员示范户，在评选出的优秀党员家

门前挂上“党员示范户”牌子。牌子既是
荣誉更是责任，时刻提醒党员自己的身
份，感染促动全镇党员学先进、当先进，
共同营造服务发展的良好氛围。

（郭文超）

春节临近，为执结一批涉民生执行难案，
潢川法院执行局决定于2月7日至15日在全
县及周边城市开展“春季利剑”执行行动，掀起
2018年春季执行攻坚高潮。2月7日凌晨5
时20分，潢川法院院内警灯闪烁，46名干警
列队完毕，第一次集中执行行动整装待发。
院党组书记、院长郭长林作战前动员。他提
出，为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目标，干警们栉风沐雨、斗严寒战酷暑，兑现了
当事人的胜诉权益，维护了生效裁判，树立了
法院权威，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肯定

和认可，大家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
的斗志，走好基本解决执行难新征程。郭长
林“出发”口令下达后，执行干警立即分组奔赴
执行现场。据悉，潢川法院利用今日头条直
播平台对此次集中执行行动进行了直播，近
10万名网友点击观看，获4万多网友点赞，信
阳教育电视二台和潢川网等媒体记者进行全
程跟踪报道。当天共执行案件50余件，执行
完毕8件，和解并部分履行4件，拘留拘传被
执行人20人，其中12人当场履行义务，案件
执行到位金额33.5万元。 （李健 李刚）

安阳农行助推“三线一网格”升级

“诚实守信、淡以明志、明镜高悬、廉洁修
身……”洛阳洛龙区学府街道办事处龙和社
区矬李的安置小区院内，社区廉政文化墙宛
若一道靓丽的长廊，引得群众纷纷驻足观
看。学府街办事处以廉政文化建设与社区文
化建设相结合，利用龙和社区二区矬李居委
会以西、西南两面墙面设立了廉政文化墙，两
面墙共 120余米，制作了 30块廉政格言警

句、廉政故事宣传版面，配以清新的图案，把
廉洁自律的规矩和清正廉洁的作风，生动形
象地呈现给社区群众，既简洁又深刻。居民
们纷纷称赞说，社区廉政文化墙内容通俗易
懂，让人一目了然，既宣传了廉政知识，又美
化了社区的环境。让辖区的居民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启发和教育，让廉政清风将雾霾荡尽，
让廉洁阳光照进群众心里。 (魏慧)

杏花营镇党员示范户挂上身份牌

潢川法院开展2018春季执行会战

廉政文化进社区 吹散阴霾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