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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车辆

上装载的被盗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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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海蕴

八十岁的!和事老"

!家电下乡"

要好事办好
赵琳娜

策划 王大庆 责任编辑 赵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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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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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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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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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水县舒庄乡扶苏行政村!有

一位
!.

高龄的老人!经常走东家串西

家!宣传政策法规!调解邻里纠纷!主

持红白喜事! 为人说媒搭桥" 几十年

来!不管是村里的事还是村民的事!只

要让他知道!他都要上门去管!而且还

要把事情管得平平稳稳! 令人口服心

服"正因为如此!村里聘请他为村务监

督员#计生宣传员#红白协会会长"

老人名叫王砖头! 是一名参加过

解放战争的老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村

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和事老%"

老人只生育一个女儿! 女儿一家

居住在县城!但他不愿到县城去住" 他

说&$城里空气和环境不如农村好!蔬菜

水果不如农村环保!人生地不熟没有地

方玩!不习惯"%其实!大家知道!他是离

不开村民!大家伙儿也离不开他"

几十年来! 老人管事管出了一整

套的经验&$要当好一个管事人! 必须

具备六个条件! 一是懂得党的各项政

策!管起事来不出错'二是懂得法律法

规!所管的事不能与法相抵触'三是心

里要有一杆秤!管事要公平'四是管事

要勤快!不能怕麻烦'五是有耐心!不

发脾气'六是不能有私心!不能贪占小

便宜"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和尊重" %

扶苏村是一个
/0..

多口人的村

庄!村里群众谁家办个红白喜事都要

请他 " 邻里纠纷 #婆媳不和 #夫妻生

气!老人常常忙得不进家" 老人爱管

事!更爱说媒" 经他撮合的已经有
,.

对青年结成夫妻! 他也成了当地出名

的$媒婆%"

这些年! 老王头管了多少事儿!

谁也说不上来! 但大家伙儿知道!全

村
,..

多户村民!哪家的事他都管过

呢((

"#$0

乔连军 王文涛

夫妇贩毒 双双落网

最近! 获嘉县公安局利用一对夫

妇贩卖毒品的线索! 破获一起跨县贩

卖毒品案! 顺藤摸瓜抓获
,

名吸贩毒

人员 ! 缴获毒品海洛因
/1

小包 !共

0'/1

克!收缴毒资
/2.-

元"

家住获嘉县城关镇的高某崔某

夫妻俩 !丈夫开出租车 !妻子在家带

孩子"

+..!

年
"

月底的一天!有人租

高某的车去城西办事!高某亲眼目睹

那人原来从事的是毒品交易活动" 回

家后 !高某并未揭发 !鬼迷心窍的他

竟然说服妻子!两人一起走上了贩毒

道路"

公安局禁毒中队的民警很快掌握

了他们贩毒的事实"

+..!

年
/+

月
-

日
/1

时
,.

分左右! 在县国泰大酒店

浴池门口! 当崔某正与一吸毒人员进

行毒品交易时被民警抓获! 缴获毒品

海洛因
.'21

克" 随后民警从其家中搜

出毒品
/

包
.'22

克" 根据崔某交待!

民警又顺线追踪! 将其丈夫高某及吸

毒人员何某#郭某抓获"警方随即又制

订周密抓捕方案!在崔某的配合下!在

原阳县黑羊山乡将高# 崔二人的上线

王某抓获!当场缴获毒品
/-

包共
-',1

克"

高某夫妇在被关进看守所时!无

限悔恨&$都怪我们一时财迷心窍!才

会有今天的结果) %

%1

获嘉县 浮海岩

租房期间乱搭建
房客房东共担责

租住他人的房屋!却擅自搭建!结

果被邻居告上了法庭"近日!罗山县法

院判令被告金某限
/.

日内拆除相关

设施!并赔偿原告周某经济损失
,2/!

元" 房屋实际所有人廖某承担连带责

任"

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周某所有的

位于罗山县梅湾新村的房屋与被告金

某承租使用廖某的门面房相邻! 金某

在承租期间! 擅自在两栋楼房之间的

通风过道以及承租房二楼东侧#三楼顶

部搭建房屋!并将周某房屋西侧的两扇

窗户用木板封闭!影响了该房的采光和

通风! 以致原告房屋的相邻山墙渗水!

墙体大面积霉变" 后经价格部门评估!

共造成周某经济损失
,2/!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不动产的相邻

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

理采光#通风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被

告金某在承租房屋期间擅自搭建!理

应承担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民事责

任" 廖某作为该房的实际所有人!虽

将房屋出租他人使用!却未尽到管理

义务!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

罗山县 董王超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今年
!

月
"

日

起"#家电下乡$ 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 作为国家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家电

下乡$不仅能拉动内需"给家电生产和销售

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也能提高农村群众的

生活质量"使百姓得到实惠% 然而&家电下

乡$政策实施以来"一些新问题的出现也给

农民朋友们带来了新的烦恼%看样子"仅仅

是&家电下乡$还是不够的%

首先"大量家电涌入农村市场后"农村

用电量不可避免地频频激增"创出新高%用

电量不断上升"使农村电网负荷不断增大"

如果不能改善农村用电的条件" 就会出现

家电买得起'用不了的尴尬局面! 另外"根

据农村现有的生活条件" 不少农户家中原

有的电源插座并不能满足家用电器的安全

使用条件" 加上一些农民朋友一时还不熟

悉家电的操作使用" 如何保障用电安全也

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幸运的是"一些地方的

供电机构已经想在了前面"对&家电下乡$

保驾护航"检修变压器"检查线路"宣传安

全用电常识!这些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

所想的措施无疑会惠及广大农户!

其次"&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一些

不法商家开始利用这一机会" 向农村市场

销售翻新过的旧家电或者一些质量低劣的

产品!据报载"一些不法分子往往打着送货

下乡的旗帜" 将一些装上新壳子的废旧家

电运往偏远山区或农村集贸市场销售! 他

们宣称这些商品是国家给予补贴的家电产

品"用较低的价格引诱农民朋友们上当后"

马上就溜之大吉!所以"为了避免有更多的

农民群众上当受骗"各地的工商'质检等部

门的&打假$工作也一定要下乡!

最后" 相关的家电售后服务也需要下

乡!众所周知"由于家电产品使用的周期较

长"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需

要售后服务去维修解决" 所以家电产品的

销售绝不是一锤子买卖! 如果广大的家电

生产和销售人员仅仅是把家电产品送下

乡"而不注重搞好售后服务"无疑会给产品

的使用者带来新的麻烦!

所以"要下乡的不仅仅是家电"只有让

这些配套的基础设施' 服务工作和相关政

策一起下乡"才能真正给农民解决问题"带

来实惠!

"#$"

潢川县第三小学一学生家长来电

反映 !

我现在广东打工上班! 这几天我

听家里人说!县第三小学三年级!每个

班的学生数量都多达
/..

多人! 由于

每班学生人数太多! 孩子们只好站着

读书!因为桌椅摆放不了那么多!所以

教室里没有桌椅"

我作为学生家长 ! 内心十分着

急 " 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重

视!去现场看看这些孩子们的学习情

况!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反思一下!

问责一下相关部门!看其是否存在失

职行为*

%1

$

2

+

/-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就要到

了! 记者突然忆起一年来亲自经历的

一些烦心事儿!想来读者也有同感" 其

实!只有真正把消费者这个$上帝%放

在心上!做到贴心服务!才能让类似的

事情不再发生"

取出这几十澳元& 不知
还要等多久'

+

月
+.

日下午!中行中苑支行"按

照预先电话联系好的! 记者来取已经

到期几天的一千多澳元存款" 排到了

窗口!经过一番计算!营业员给了记者

一沓百元面值的澳元!但剩余的
01'-2

澳元!却以没有小面值澳元为由!要按

当日牌价兑换成人民币予以结算" 在

此之前!也曾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但

这次数额比较大! 加上澳元最近与人

民币的兑换汇率比较低! 记者就没有

同意!就问&$咱们这么大的银行!又是

中行! 以前还有
-.

的!

+.

的甚至
-

块

的!现在兑换业务多了!银行之间的竞

争又这么激烈!反倒没有了* %坐在这

位营业员侧面! 起身负责给他们授权

的女士听这么说!一脸漠然!一句话也

没有" 营业员说&$要不你到另外一家

银行取吧" %记者的住址和工作地址离

这里最近!就问&$那我现在预约吧* 大

概要多久才能取呢* %营业员说&$一周

吧" %记者不明白!就这么几十澳元!要

想取出来!就要等一周) 既然顾客可以

跑到另外一家中行取钱! 那他们内部

就不能协调这个并不复杂的工作吗 *

整个过程! 那位负责授权的管理人员

始终没有表情" 记者给银行工作人员

留了电话号码!但直到发稿为止!时间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 还是没有接到

这家银行的电话"

新年伊始& 难道要在床
头贴上一张大事记'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份保险"

/""1

年! 在中国人寿河南分公司业务人员

的热情推荐下!记者买了
/.

份 $夕阳

红% 递增终身养老保障! 年交款
+0.-

元! 并说每年该交费时会有业务人员

上门收取的" 十几年来!确实如此"

今年
/

月
++

日!再过两天就是大

年三十了" 这天!午饭后!记者懒懒地

靠在床上! 打开了电视! 不知怎么回

事!突然就想到还有这样一份保险!而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联系过这事儿呢)

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来找出保险单!

按照记录在上面的业务人员的电话打

了过去" 对方似乎很吃惊!说他已经不

在这儿干了! 但已经把自己分管的业

务交给了公司"

接听记者电话的业务员核对了本

人的保单! 说他们会尽快派人联系本

人的!问要多久!回答说应该在
2

天之

内!又问!保单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说春节前" 那就是说! 还有
2

天的时

间! 按照
+.."

年的放假安排!

/

月
+-

日就要放假!那就只剩两天了" 按照有

关规定! 寿险种类的保单有效期限一

般是
0.

天!过期不但要缴纳一定的滞

纳金! 还要带着有效证件前去办理复

效手续" 而既然能把我遗忘这么久!我

也就不敢奢望他们能在两天里想着帮

我办理交费事宜" 第二天!自己上门找

到人寿公司的办公地点!缴费了事" 而

事实也正如我担心的那样!直到现在!

也没有接到任何人寿的业务人员或者

其他管理人员的电话" 想想岁数一年

老似一年!记性也一年不如一年!遂决

定!从
+.."

年起 !把一年中必须办理

的事宜都记在一张纸上!贴在床头!办

一项划掉一项!以免误事" 嗨!人很多

时候就是没事找累啊)

请(上帝)小心&再小心

+..!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在我们

的鼓动下!年近
!.

高龄的老母亲决定

买台大电视!好好欣赏奥运转播" 经过

反复挑选!

!

月
+

日! 在经三路国美电

器店!购买了一台
,+

英寸的东芝液晶

电视!价格
1-..

元" 当天下午!电视就

送到了家里! 打开包装箱后被临时放

到了厅里的长沙发上! 在收到条上签

字后!送货的小伙子走了" 几个人围着

电视机兴奋不已!突然!凑近观看的记

者发现硕大的电视屏幕正中间有一条

自上而下隐隐的线!用手擦擦!条纹依

旧!大家心里陡然一沉&不会是屏幕有

问题吧* 这时!忙给送货的小伙子打电

话!小伙子说还要去送别的货!等送完

了就来换" 天色渐晚!已经快
0

点了!

小伙子还是没有回话!而且关机了"

次日一早! 我们赶快给东芝厂家

的特约安装维修部门打电话! 说明了

情况" 对方很快来了人!说电视屏幕裂

开了!根本不能用了!并问是否在送货

单上签字了! 我们说签了! 对方又反

问!那你们没有检查* 幸运的是!包装

箱还在! 维修部的技术人员查看了箱

子后!很肯定地说!是送货的问题 !箱

子明显地有碰摔过的痕迹" 于是!我们

就忙着找销售单位! 国美经三路店总

服务台的一位负责人听了我们的陈

述! 马上找来了东芝电视的销货柜的

售货员!并查找前一天的送货情况!答

应我们一定换"

第二天上午!那台在家里呆了两个

晚上的令人堵心的电视机搬走了!换了

一台新的" 这次!几个人围着检查了好

久!并纷纷感叹&以后购买东西需要签

字认定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

乡镇干部
要做科技兴农明白人

近年来!每逢春耕生产#三夏大忙#秋

收秋种等农忙时节! 常见一些乡镇干部走

进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搞好农业生产!这对

推动农业生产步伐# 帮助指导农民群众致

富奔小康! 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

用" 然而!近日笔者在农村走访时!却听到

有的农民朋友说起一些下派驻村干部!纷

纷摇头!说他们不是帮忙!而是添乱" 因为

每当有农民询问与时令生产有关的农业科

技知识时!他们往往是一问三不知!只能面

红耳赤地被动应答或不懂装懂! 有的瞎指

挥!群众为此很反感!说他们科技种田帮不

了农民的忙"

乡镇干部不知$农%!是导致农民反感

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高效特色种养农业

的兴起!让广大农民充分感受到了农业结

构调整及科学技术给发展现代农业带来

的机遇和好处!因而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

的需求更加迫切" 但如今少数乡镇干部却

不注重$充电%和学习!反成了科技知识的

$糊涂%人!比如让他们说说诸如什么时令

种什么怎么种! 这些农业方面的知识已经

勉为其难!更不要说深层次的科学种养科

技知识了" 乡镇干部不懂科技!在指导农

民科技致富上说不清道不明 ! 使渴求农

业科技知识的农民大失所望 ! 以至在农

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 ! 有一些干部只会

做一般性的动员 !或者照本宣科念资料!

既不实用!又浪费时间"

笔者认为!农民群众的感叹对时下的

乡镇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即现在的

乡镇干部不但要成为宣传贯彻党的涉农

方针政策的执行者 !更要姓 $农 %#知农 !

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 不断提高自身的思

想及文化科技素质 ! 成为新农村建设中

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者 !发展现代农业 #

科技兴农的带头人" 因此!广大乡镇干部

面对农民群众的不满和怨言 ! 要清醒头

脑 !提高认识 !变压力为动力 !积极努力

提高自身的农业科技水平 ! 在科技兴农

中发挥骨干作用!真正成为科技致富的明

白人和领路人!这也是新时期乡镇干部一

项最基本 #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也只有学

科技#懂科技#掌握科技!成为科技兴农的

行家里手 !才能指导农民科技致富 !加快

新农村小康建设步伐" 因而!当下的乡镇

干部!莫做科技$糊涂 %人 !都应当下功夫

多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做科技兴农的明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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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守候 #"天 收缴原油 $%吨

近日! 河南油田采油二厂与南阳市公安机关合作!

在南阳市卧龙区截获一盗运原油车辆"

前一段!该厂接到举报!南阳市北京大道北某村窝

藏大量被盗原油" 该厂与公安机关配合!秘密摸排窝赃

人线索!并派人对目标进行监控!防止被盗原油转移"

守候
/2

天到
+

月
/,

日下午! 监控人员发现一福

建牌照大型货车从藏匿原油村庄缓缓开出! 用帆布遮

盖得严严实实! 便立即进行堵截! 一举查获被盗原油

,.

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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