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组版编辑 聂冬晗

本报讯
!

通讯员尹培义
"

连日来!泌阳

县
#$

名出租车司机协助警察抓获劫匪的

故事!成为当地群众茶余饭后的美谈"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泌阳县出租车司

机王军从县城拉两名年轻人到城南盘古

乡"路上!这两人让车走走停停!形迹可疑!

引起了王军的警觉" 当车行驶到城南五里

堡时! 其中一人试图伸手掐断出租车对讲

机连线"王军立即刹车!并冲出车外大声呼

喊"两名犯罪嫌疑人见无法得逞!慌忙下车

逃窜"

为避免他人受害!王军报了警"几分钟

后!泌阳县公安局花园乡派出所民警及
#%

名出租车司机驾车赶到案发现场" 一个小

时后! 民警在县城南环路将这两名抢劫未

遂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讯问! 两名犯罪嫌疑人对预谋并实

施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供述
&

月

'(

日晚在城区乘坐一出租车并欲实施抢

劫未遂"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

本报讯 $记者张华君%天空

中银月高悬!广场上鼓乐齐喧"

*

月
$)

日晚正逢农历八月十四!

一场热闹的&中秋之夜'文艺晚

会在许昌市城东的许都公园里

开演" 威武雄壮的军乐队表演#

欢快活泼的少儿舞蹈#动感现代

的街舞#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戏

曲((一出出精彩的节目让广

场上的数千观众痴醉不已"

而在城西的帝豪广场里!每

天进行的文化健身活动也拉开

了夜场的序幕"四五支健身队伍

一字排开! 和着节奏欢快的音

乐 !太极健身球 #扇子舞 #打腰

鼓#扭秧歌((一个个健美的身

姿逗引着周围纳凉休闲的群众

也都扭动了起来"

今年
+&

岁的退休职工武玉

萍高兴地说)&丰富多彩的广场

文化活动! 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 *幸福晚

年+" '

许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格慧告诉记者!该市今年的&欢乐

中原' 广场文化活动在保留一些

广大群众喜爱的传统节目的基础

上!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把广

场文化与健身运动紧密结合!提

高了市民群众的参与性, 在巩固

城市广场文化成果的同时! 注重

推动广场文化向基层#向社区#向

农村延伸! 让城乡居民共同分享

广场文化的魅力"

!+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

葛高远 段武亭%为了学生!

$&

年来

想回趟娘家竟是一种奢望,赴京取

儿子化验单为不耽误教学!在火车

上批改试卷,((

伊川县优秀教师用敬业和奉

献!弘扬着新时期高尚的师德和无

私奉献精神"

王燕红是县实验中学的一名

女教师" 她丈夫在工作中突然患上

了严重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儿子

患上了先天性软骨发育不良症" 面

对生活的磨难! 王燕红仍然走在全

校教育教学的前列! 所教六个班的

地理课均取得良好成绩" 到北京取

儿子的化验单时! 王燕红竟背着试

卷上火车!在火车上批改完了试卷-

程锐生老师在该县白沙乡第

二初中工作!十几年来!他视学生

如亲生!为了使学生不因贫困而辍

学!他冒着风雨步行
$%

余公里!到

学生家中家访"当该生考上县一中

后!他又把节省下的
$%%%

元钱!当

做奖励交给这个学生"

!$)

本报讯 $记者史颂光 通讯员成利军%

近日!济源市下冶镇原头村&组组通'建设

工地一派繁忙! 工程技术人员和村民正在

进行水泥路面的铺筑" 济源市农村道路建

设已由&村村通'向&组组通'迈进"

近年来! 济源市把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作为富裕农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的重要

载体! 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 济源市交通部门周密谋划!制订了&县

乡公路改建带动#乡村道路改善辐射#村组

道路硬化通达'的建设方案!今年将安排实

施县乡公路改建# 村道改善与村道联网建

设项目
)$

个
*#,#

公里! 居民组道路硬化

项目
))%

个
#%%

公里! 实现农村公路建设

干支衔接#连片成网!力争在全省率先实现

居民组&组组通'硬化路"截至今年
+

月底!

济源市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

万元! 其中完工农村公路 &组组通' 工程

'%(

公里"

!&

本报讯 $记者王胜昔 通讯员李世

强 李清平%

*

月
$$

日一大早!杞县付集镇

付集村的尹海涛来到自家玉米地头!看着

丰收在望的一地玉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现在!正值*三秋+大忙季节!玉米眼下要

收! 可还有一场官司这几天就要开庭!你

说我顾哪头. '尹海涛说"

&喂!是尹海涛吧!你的宅基纠纷官司

明天上午
$$

点在村里开庭! 不会耽误你

地里的农活" '正在回家路上的尹海涛接

到付集法庭的一个电话!在得知自己的官

司很快就能在自家门口现场&开庭'后!他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为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杞县法院

突破传统审判方式! 结合农村工作特点!

在各乡镇设立&农时法庭'!农忙时节专门

派法官到村里现场办公!处理和调解民事

案件!受到当地群众欢迎" 目前!该县已开

设&农时法庭'

'&

场次 !解决群众诉讼
#-

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

本报讯 $记者陈学桦%从
'%%+

年底之

前的
$$

件到目前的
#)

件! 河南企业申请

知识产权海关备案商标数量实现了大幅增

长"

几天前! 洛阳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一次

就向海关总署提交了&东方红'#&

./0

'等
&

件商标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申请! 并被审核

通过" 该公司法务部主任李平安说!&今后

在进出口环节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措

施就更完善了" '

长期以来! 河南企业对知识产权海关备

案知之甚少!备案数量长期停滞不前" 在海关

查处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 既有省外企业

侵犯河南企业知识产权的案例! 也有河南企

业侵犯他人已在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案例"

去年
$'

月! 郑州海关出台了支持中原

崛起的十项措施" 在其中加大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力度方面!该海关提出)鼓励引导省内

进出口企业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将

在进出口环节给予主动保护,积极支持有关

部门对河南名牌商品#出口创汇能力强和科

技含量高的商品实施重点保护措施!坚决打

击进出口环节假冒#盗版等各种侵权行为"

这些措施出台后! 郑州海关与加工贸

易#物流#外贸等企业座谈!宣讲申请知识

产权海关备案可以获得中国海关主动保护

的益处" 仅半年多时间!河南企业向海关提

出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数目就大幅增长"

然而!目前海关总署共接受企业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
$)(+&

份!河南企业备案品

牌数仅占
%,)'1

" 用郑州海关法规室主任高

本豹的话来说!河南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

本报讯 $记者张华君 通讯员

陈俊杰%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下发文件!正式把鄢陵县苗木

栽培标准化示范区和蟠桃种植标

准化示范区列入全国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项目"

这两个项目计划执行时间为

)

年!

'%$%

年底前完成示范任务"

项目的实施!将对推动该县苗木产

业#蟠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农

业结构调整步伐!从而对实现农业

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产

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目前!鄢陵县已有全国农业标

准化示范项目
)

个!即鄢陵花卉标

准化示范项目#鄢陵县苗木栽培标

准化示范项目和蟠桃种植标准化

示范项目! 其拥有的国家级农业

标准化示范项目数量位居全省前

列"

!$)

本报讯 $记者常文征 通讯员陈占伟%

洛阳市现有残疾人
#-,'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

" 洛阳市委#市政府把残疾人事业纳入

了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积极扶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完善了社

会化康复服务体系"

近几年来! 洛阳市残疾人生存状况明

显改善! 全市实施了一批残疾人急需的重

点康复工程 ! 各项康复任务超额完成 !

$(

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 将残疾少年

儿童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视力#听力和

智力残疾少年儿童入学率分别提高到
&%1

#

&(1

和
*%1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渠道扶

持残疾人就业!使全市城镇残疾人就业率由

不足
(%1

提高到
&(1

, 发放康复扶贫款

$%%%

余万元 !使全市近
)

万名贫困残疾人

摆脱贫困, 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对残疾人实

行优惠减免政策! 大批农村贫困残疾人得

到实惠"

目前! 洛阳市越来越多的城市道路#建

筑物采用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残

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得到改善" 全

市
$*)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了残疾人联

合会!各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建立了残疾人

协会,各级残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及社会各

界!多次举办扶残助残捐赠活动!举办丰富

多彩的残疾人文体活动"

洛阳市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 成绩显

著" 中国残联领导对洛阳市的残疾人事业

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偃师市等
-

个县$市%

区被评为全省 &十五' 残疾人工作先进县

$市%区"

!*

许昌)

广场文化活动普惠城乡群众

鄢陵新增两个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加减乘除算不尽 诗词歌赋唱不完

伊川优秀教师事迹感人

洛阳!城镇残疾人就业率达 &(1

济源)

农村道路迈向!组组通"

杞县)

!农时法庭"受欢迎

泌阳)

#$名司机助警抓劫匪

我省企业知识产权海关备案大幅增长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贺双印%近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为切实做好普通高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

作!我省要求!资助资金要专款专

用!任何部门#学校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资助资金"

各级教育部门要协调财政等

部门足额落实应分担的资助经费!

及时拨付资助资金! 完善支付制

度!确保资助资金落实到位" 各高

等学校和各中等职业学校要公平#

公正#客观地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认定工作! 做好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

评审和发放工作,要开辟&绿色通

道'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

学"

省教育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适

时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地#各高校

机构建设情况# 资助经费落实#发

放情况#&绿色通道' 开通情况及

其他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

理"情节严重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和

当事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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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

任何部门不得截留资助资金

秋 季 开 学

后! 尉氏县韩佐

村小学收到了县

里送来的价值
(

万元的图书 !孩

子们有了更丰富

的精神食粮"

")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

月
$)

日是#世界急救日$% 当天!河南省红十字会&郑州市

红十字会联合在郑州市绿城广场举行了以'救护生命$为主题的

卫生救护表演和应急救援演练"

")

本报记者 李建峰 摄

!*

月
$-

日!新县的'红军$宣传队正在为攀登将军山的人们

鼓劲"当日!这里的'传承将军志!开发将军山$登山活动月启动"新

县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让'将军之光永远辉煌新县$成为当地人

发展经济的新理念"

")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

月
$-

日!红军老战士周德宝正在给开封市中山路第五小

学的同学们讲述抗日战争故事" 老人勉励孩子们!要牢记历史!勿

忘国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

李俊生 摄

传承遗志 报效祖国

近日!汤阴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活动以

'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主题!采取展出板报&

发放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科普知识"

")

张志勇 张新安 摄

!

上接第一版
"

涉及到千千万万干部职

工尤其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切身

利益!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但是!这么

大的&动作'付诸实施后!没有出现一

名职工上访! 没有出现任何不稳定

的问题!整个过程非常平稳! 与其他

一些企业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

单从这一点看!记者认为平煤改革的

意义和价值已经远远大于这次改革

本身"

平煤此次管理体制改革如此平

稳!究竟有何&法宝'. 带着这样的疑

问! 记者分别采访了平煤组织部部

长王明安和一矿党委书记程同军"

王明安说!这与主要领导驾驭全

局的能力! 领导班子思想统一后的

信心和决心! 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

工作! 以及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都

有很大关系" 我想举个前两年的例

子!平煤股份上市!过去
#

年
$

次冲

击都未成功!许多人都失去了信心"

$%%&

年公司新班子组建后! 广大干

部职工包括集团公司领导班子看法

都不很一致! 最后通过邀请专家讲

课! 主要领导在有关报刊上亲自撰

文等形式!迅速统一了思想!重新启

动上市 ! 全力以赴 ! 一鼓作气 !于

$%%'

年
((

月
$)

日成功上市! 成为

全流通河南
*+,

第一股" 这次管理

体制改革! 许多情况与平煤股份上

市的情况有些类似! 前期也有部分

同志有不同看法" 为此!我们在改革

之初积极进行宣传引导!/平顶山矿

工报0连发
'

篇评论员文章!将改革

的目的#意义#步骤说清楚#讲明白!

在全公司上下形成了深化改革 #加

快发展的广泛共识" 我们又多次派

人赴上海# 山东等地! 学习借鉴宝

钢# 兖矿等一些大企业集团的成功

经验" 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权

威机构!对平煤组织体系重组#管控

流程再造进行研究" 广泛征求机关#

基层单位及职工群众的意见 " 这些

都使得全公司上下的思想逐步统

一! 并确保了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

科学性#严谨性"

程同军说! 改革可以气吞山河!

可以改天换地!但不一定非要&山崩

地裂 '!重要的是以人为本 !有情操

作" 集团公司这次管理体制改革!就

是先开渠后放水! 始终把职工利益

放在了第一位" 据我了解!在改革过

程中! 集团公司领导十分重视加强

组织领导!建立了例会制度!并做好

深入细致地思想政治工作" 同时!坚

持循序渐进!做到整体规划#分期分

批 #先易后难 #试点先行 !成熟一个

改革一个!确保了走一步成一步!成

一步出一步效果"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省国有企业

集团层面体制改革的第一家单位!平

煤集团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在他们看来!改革远远没有到庆功的

时候!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还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扎

扎实实地往前走下去" 而全省上下

正在开展的 &新解放 #新跨越 #新崛

起'大讨论活动!对平煤深入推进管

理体制改革无疑是一场 &及时雨 '!

全公司上下思改革#谋发展劲头更大

了!信心也更足了"

采访结束时!陈建生动情而富有

诗意地说! 如果说
(-..

年平顶山矿

区的开发是播下了一粒种子 ! 那么

.%

多年来! 这粒种子已经长成一棵

参天大树" 当前进行的管理体制改

革!就是通过自身的主动变革!再培

育出若干新苗! 激活出无限生命张

力!在更大的空间汲取营养!竞相发

展!长成一棵棵几十亿#几百亿的大

树!繁衍成一片广袤森林" 到那时!

平煤集团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企业集团!和谐安康的百年平煤之梦

将真正成为现实"

! " # $ %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 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脱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二十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

%/(.0#'(#--- ##((-)# ##((%-.

网址)

11123456772895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

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 (鄂)(中)医广
:$%%/;

第
%.0((0(#

号

联系方式

受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委托! 我公司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在河南省亚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会议室对河南省亚龙
湾大酒店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处置项目进行公开处置"

有意投标者请进行实地考察后于
$%%#

年
(%

月
#

日前持有效证
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
份!委托他人的须出具委托书%#投标保证金

$%

万元到我公司办理投
标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如投标者不中保证金在七日内全
额退还$不计息%!成交后原公司成交之后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中标人
承担并承担因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 咨询时间以工作日为准"

咨询电话#

%)/(0'%-.-%.'

联系人#赵培
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
河南省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

%&&!

年
"

月
#'

日

广州市某社区!中西医

门诊部! 地处黄金地段!诚

聘妇科医师# 内科医师#护

士若干名 " 底薪
)%%%

元
0

.%%%

元另加业绩奖" 要求)

有合法医师执业资格!较丰

富经验" 并欢迎有识人士!

投资加盟!共谋发展" 电话)

()#)-'-$-#$

! 简历至电邮)

<=$'-#>($'2895

"

*

.

/

0

广州怡和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