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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大幅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机用机热情，有力
地推动了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但农机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
加以解决。一是购买困难。农民仍买不起
高性能机器和大型机具，农机装备小型机械
多、大中型机械少，动力机械多、配套农具
少，低档的机械多、高性能先进适用机械少，

“三多三少”问题突出，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二是使用效率低。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后，多
数为家用，导致农机具资源浪费，也影响了
经济实力强的农机专业大户购买大中型农
机具的积极性。三是发展受制约。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难以跟进，普遍存在“有机无路
走、机闲无处放、机坏无处修”的现象。目
前，农业的经营方式以分散经营为主，田块
细碎化，作物品种不同，种收时间不同，约束

农业机械的使用，影响农机效能的发挥。
四是安全意识弱。有些机手操作技术差，
不熟悉操作规程，机具故障频发，产生安全
隐患；少数从事农机生产、销售、维修、使用
的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无证生产、销售、维修
农机产品和操作农业机械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此，建议各级政府和农机管理部门高
度重视，完善政策，强化扶持，推动农业机械
化的速度、质量、安全、效益协调发展。

一是完善投入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和种类。
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广泛吸引社
会资金、民间资本投资农机具。加大农机信
贷优惠和财政扶持力度，真正让农民能买得
起、用得好。

二是发展规模农业。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培育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流转
行为，完善制度保障、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农
户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
式把土地流转给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大户，

发展规模经营，以便于统种统收、机械作业、
降低成本。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帮助农业大
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为农机作业创造良
好的基础条件，有效发挥农机具的优势。

三是配套基础设施。在农业综合开发、
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中低产田改造、标准化
粮田建设、农业产业化等项目实施中，应安
排相应的农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抓好配套
道路、水利、提灌等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农机具集中存放
场库，切实解决农业机械“行路难”、“下田
难”、“存放难”等问题。

四是健全服务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
定农业机械作业险，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积极引导农机驾驶人员参加保险。加强对
农机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加强政策引
导，促进规范运作，提高服务能力。各级农
机管理部门要发挥好规划、指导、管理、协
调、监督和服务职能，积极推进农机社会化
服务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

国庆长假，带女儿去平顶山市新城区湖滨公园游
玩，见一家三口在湖滨公园绿地野餐，在女儿的要求下，
我们也在此歇息。这时，一位背着筐子、提着编织袋捡
包装盒、饮料瓶的老人从此经过，这家的小朋友把两个
包装盒递给老人并好奇地问包装盒如何卖，老人说现在
这种盒子一斤一毛五，四十个一斤，卖一毛五分钱。

小朋友的家长向其转述老人的意思：如果要喝一
瓶3块钱的营养快线饮料，需要捡800个盒子。小朋友
不理解800和1的比例关系，其家长引导小朋友说：“你
在地上画 800个圆圈，不管形状大小，只要画够，就给
你两块钱，算你劳动所得，想买啥就买啥。”小朋友觉得
好玩又能挣钱，找了根小树枝便高兴地画起来。开始
小手也有劲儿，画得很快，可 200个圆圈画下来，手臂
开始发酸，不住地甩手。画到 392个，已是精疲力竭，
小树枝也被按断了。其家长试探着说：“画不完就算了
吧，我付给你一半，一块钱。”小朋友不肯服输，其家长
趁机鼓励说：“人家捡空盒子，可不是那 800个都在一
堆，等着去拿就行，而是到处去找，你呢，只要就地画圆
圈，这两块钱就有了，挣得多容易啊！”小朋友又找了根
小树枝，咬紧牙关，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凑齐了 800
个圆圈。我们都给他鼓掌，他得到了两块钱。小朋友
含着激动的泪花，在其家长的开导下，通过自己的切身
体验，领悟到了只有付出劳动，才能有所收获的道理。

这位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比简单抽象的说教，
效果要好得多。

为赚取钱财，贪财司机在明知他人要去犯罪的情况
下，仍先后6次驾驶车辆对实施诈骗者进行接送。日前，
安阳县法院审结了该起诈骗案，被告人明彦飞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被告人明彦飞现年 29岁，尉氏县农民，初中文化程
度。2009 年 8 月，沈建峰、张保义、贾艳青等 4 人（均判
刑）与被告人明彦飞协商诈骗之事，并约定由明彦飞驾
驶车辆负责接送，每天工资 50元。同年 8月 27日上午，
被告人明彦飞驾驶轿车将沈建峰等 4人依次带到安阳
至濮阳的长途客车路途中，沈建峰等人先后上到大巴
汽车上用不流通的秘鲁币诈骗乘客李某 2100 元人民
币，得手后沈建峰等人依次下车，被告人明彦飞再开车
将 4 人接走。接下来的几个月，其多次与 4人用同样的
方法实施诈骗，直至 2009年 12月，其伙同他人共实施诈
骗6次，诈骗金额共计1.58万元。案发后，明彦飞负案潜
逃，今年5月被尉氏警方抓获。在审理过程中，明彦飞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出赃款 500 元。

（黄宪伟 李海峰）

村民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构筑房屋及其附属物，既不
能违反当地的村镇建设规划，也不能对其他村民的合法
权益构成妨碍。10月8日，罗山县法院审结了一起相邻关
系纠纷案，依法判决被告孙某限期拆除其在原告沈某通
行出口处所建的厕所。

沈某与孙某是房屋相挨的邻居，均系罗山县定远乡
春秋村村民。1998年底，孙某兴建自己现在的住房，但其
并未按规划在老宅基上翻建新房，而是擅自在原宅基的
前方建房，导致所建房屋与其门前的责任田距离缩短，使
沈某的出行路变窄，又加上孙某在其房屋左前方的位置
建了一个厕所，该厕所正处在沈某的出行路口处，给沈某
的出行及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经乡村两级组织多次协
调未果，沈某遂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孙某未按照村镇建设规划在原
宅基基础上建房，改变了原告沈某的通行现状，致使原告通
行出路变窄，尤其是其在所建房屋前方原告的通行出路处
兴建厕所，加大了原告的通行难度，给原告的通行及生活带
来极大的不便，依法应当拆除。 （董王超 孔晶晶）

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抚养成人，为的是自己年老
时，跟前有个照料。这是大多数老人的心愿。但是，在
一些农村，老年人的这点愿望却未必能够实现。

近日，通过走亲访友、同学聚会，我了解到，农村“娶了
媳妇忘了娘”的现象并非个别。概言之，可分为三种表现。

一是媳妇不孝，儿子软弱。婚前当“准媳妇”时彩礼
要得多多，婚后成新媳妇时就提出分家，原因很简单，嫌
弃老人累赘，已经存款不多。小两口单独过，想吃想喝，
率性而为，又能免听父母唠叨，落个耳根清净，岂不快
哉。儿子虽有孝心，但害怕媳妇“一哭二闹三上吊”，只
得眼睁睁看着养育自己的父母受苦受累。

二是儿子不孝。没结婚时，就时常责备父母年老不中
用，一旦成家，对父母马上升级到非打即骂的地步。也难怪
群众说：养不孝儿不如养狗，狗还不咬自己的主人呢。

三是儿子、媳妇都不孝。看到二老身体硬朗，暂不提
分家之事，因为父母至少还可以下地干活、洗衣做饭、照看
孩子，待到老人有病有灾时，儿子、媳妇便分家另过，此时，
老人只有哀叹“老来难”。

养儿未必能防老的现象的的确确在现实中存在。
在农村能跟父母过一辈子的人毕竟是少数，虽说分家
也是早晚的事，但千万不要忘记：孝顺父母是做人的根
本准则和应尽的义务。 濮阳县民政局 梁星毯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我和妻儿回了
一趟乡下老家。

那天天气有些闷热，我们一家三口顶着
烈日一路风尘地赶到老家时，已接近中午，
累得我们大汗淋漓，直喘粗气。

父亲对我说，前几天在平房顶上装了个太
阳能热水器，你们快去冲个澡凉快凉快。“啥时
候装的？”我惊喜地问。“装有五六天了，还没来
得及告诉你们呢！”母亲笑着对我说。

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我往上一看，东屋
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十分显眼，在晴朗的
蓝天下熠熠发光。“现在可是不赖，洗澡不用
作难了，想啥时候洗都中。”听着母亲欣慰中
夹杂着兴奋的话语，我们一家三口迫不及待
地走进东屋的浴室里，只见墙壁镶上了锃亮
的白瓷砖，地面铺着蓝色的防滑砖，墙壁上

挂着淋浴用的喷头，天花板上还有一只“浴
霸”，以供冬天洗澡用。看到眼前的一切，我
笑着对妻子说：“你看见没有，咱家这一套洗
浴设施都快赶上城里的水平了。”妻子微笑
着点了点头。

我正和妻子饶有兴致地说着，调皮的儿
子非嚷嚷着要到大门外面玩，趁妻子和儿子
不在家，我决定先洗个澡。打开淋浴喷头，
温水喷洒而下，顿时有一种惬意涌遍全身，
让我不禁思绪万千，感慨颇多。一天 24小时
都有热水用，这在城市不足为奇，可在偏僻
的老家却算得上是一件奢侈的事。在我的
记忆中，过去乡亲们洗澡大都是用洗澡盆。
一盆半温不烫的水，洗了全家老少；而且，一
家人合用个澡盆，既不方便，也不卫生。后
来村上办起了几家澡堂，乡亲们不出村就能
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当时已经很满足
了。但是由于澡堂只有冬天才开业，因此一

到夏季洗澡还是麻烦。
从浴室出来我顿觉神清气爽，母亲已经

做好了饭，父亲告诉我，近几年来，村上先后
进行了农网改造，接通了自来水，电压正常
了，电费也降下来了，不少人家都买了冰箱
和空调，生活水平比前几年上档次了。此
外，村里新建房屋的都学城里人，在住房内
专门设置了卫生间，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既节能又卫生，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回去就能
洗个热水澡，你说有多舒坦就有多舒坦。

傍晚时分，我和妻儿站在自家的房顶环
视四周，果然看到附近的平房房顶上屹立着
不少太阳能热水器，在夕阳的余晖下构成了
乡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昔日洗澡用澡盆，
如今洗澡有冲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老家
这几年的变化，仿佛不经意间，一切已经旧
貌换新颜。其实，农村人洗澡的细小变化不
正是新农村日新月异的缩影吗？

八百个盒子和三块钱

张明琪（叶县县委办公室）

村乡乡 新事新事

农家装上热水器
梁永刚（平顶山市新华区政协）

10月12日《河南日报（农村版）》2版在显著位置刊登
了三篇秸秆变废为宝的新闻：汝南县《秸秆成了“香饽饽”
压缩加工销全国》、《宜阳：秸秆青贮促增收》和《汤阴瓦岗
乡：“秸秆清运客”受欢迎》，看后令人欣慰。这三则新闻给
我们以启示：秸秆变废为宝关键在“两转变”。

要变传统“一把火”为环保科学处置的观念。在世代传
统耕作方式的影响下，现今不少农民秸秆处理依旧习惯于

“一把火”焚烧的老一套。虽地方政府三令五申禁烧秸秆，但
年年焚烧秸秆的新闻仍不绝于耳。既严重污染了环境，也引
发不少火灾事故，甚至因烟雾密度过大导致高速公路上汽车
追尾事故频发。多年来秸秆焚烧的惨痛事实向人们警示：秸
秆万万烧不得。而汝南、宜阳、汤阴三地的经验佐证，只有让
农民高度认识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的违法性、损人不利己的危
害性、科学处置秸秆变废为宝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增强农民
告别火烧秸秆、走科技兴农之路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要变靠行政命令“禁烧”为给农民秸秆找出路的服务理
念。走出靠行政命令禁烧秸秆而“烧”难禁的困局，就要为秸
秆找到如意“婆家”，如此才能变废为宝，让农民主动对“一把
火”说“不”，汝南、宜阳、汤阴三地科学处置秸秆的经验写出如
此共同答案。毋庸讳言，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化耕作理念，改变
传统农耕模式需要政府创新管理。化“焚”为“疏”、变“命令”为

“服务”，既是人心所向，也是发展必然。无论是汝南的“压缩加
工法”还是宜阳的“青贮法”，抑或是汤阴瓦岗的“清运法”，都是
为农民秸秆找出变废为宝增收致富的好出路，如此为农民去
忧解愁、变废为宝的为民优质服务，远比下多少道禁令、派多
少人马临场处罚等执法老一套强百倍。

防止秸秆成祸害，变废为宝是关键。笔者期盼，科
学处置秸秆的经验之花开遍中原，香飘四海。

洛阳市西工区法院 陈有根

巩义联社举办成立6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
近日，巩义联社推出 60年庆典系列活动，热

烈庆祝巩义市农村信用社成立 60周年。一是举
办庆 60年文稿征集活动。本次文稿征集主要以
反映农信社改革发展历程、探讨农信社工作理
论实践成果，讴歌农信社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为
主，作品涵盖散文、诗歌、小说、论文等多种文学
体裁。二是制作庆典 60年邮册。邮册以专业个
性化的图片展示为主，客观反映了巩义农信社
60年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集文化价值、收藏价
值、鉴赏价值于一体。三是录制“激情 60年”纪
录片。该部纪录片分为五个章节，以 60 年的发
展为主线，再现了巩义农信社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立足县域、服务“三农”、谋强求变、创新发展
的历程。 (任瑞利)

新密农信联社“四强化”做好强制休假
今年以来，新密市农信联社为进一步完善

内部控制建设，始终坚持“四强化”，做好强制休
假工作。一是成立以理事长为组长、监事长为
副组长的强制休假领导小组，强化组织保障；二
是修订完善《新密市农村信用社重要岗位员工
强制休假实施办法》，强化制度保障；三是科学
制订《新密市农村信用社 2012 年强制休假工作

方案》，强化计划保障；四是抽调精兵强将组成
强制休假审计工作组，强化执行保障。（汪智敏）

卫生科普进班级 从细节处抓健康
10月 15日下午，郑州市苏屯小学举行了卫

生科普进班级宣讲活动。通过此次卫生科普知
识宣传活动，学生了解到身边小事与健康的密
切关系，许多学生都表示愿意多看一些这样的
卫生科普小知识。 （李鹏）

让“流动的花朵”幸福绽放
为了让“流动的花朵”很快适应新环境，郑

州市杜庄小学开展了关爱外来务工子弟活动，让
城里孩子和外来孩子开展“手拉手活动”，以拉近
外来务工人员孩子与城市的距离。我们坚信，

“流动的花朵”定会绽放得更加美丽。 （董慧君）
卢氏县电业局积极当好企业的“电保姆”
连日来，在获悉三淅高速卢氏至西坪段建

设开工后，卢氏县电业局迅速组织技术人员跋
山涉水深入施工现场了解高速公路走向和线路、
变压器架设等情况，然后向各标段负责人提出具
体详细的用电解决方案。同时表态只要架设线
路的电力材料到位，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高速用上
电，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郭栋梁）

博爱县农村信用社开展案防整治活动
近期，博爱县农村信用社召开了案防整治

专项活动专题会议，学习和传达了河南银监局、
焦作银监分局关于开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案防

整治专项活动。根据文件精神，该县农村信用
社制订了《博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案防整治
专项活动方案》，利用 8~10月在全辖开展案防整
治专项活动。 （李敬民）

清丰县城关镇推行“村民说事”制度
清丰县城关镇推行“村民说事”制度，收到

良好效果。“村民说事”就是在各村建立“村民
说事室”，定期组织群众说说难事、杂事、实事、
大事、好事等，由村干部和镇干部负责答复和
处理。通过说事，该镇 90%以上的矛盾纠纷被
及时化解在村一级，信访稳定工作也基本实现
了由“灭火型”向“防火型”转变。

（徐爱社）
许昌魏都农村商业银行不断增强便民利民

服务意识
许昌魏都农村商业银行积极推广“网点规

范化服务导入”工程，坚持以“便民利民服务”作
为优质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
便民利民服务意识，设立了便民利民志愿服务
站，摆放饮水机、医疗急救箱、打气筒等人性化的
便民服务设施，在服务广大客户、服务广大市民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娄文辉）
许昌市工商局东城区分局开展“中原红盾

双整治”卓有成效
今年 9月份以来，许昌市工商局东城区分局

深入开展“中原红盾双整治（食品添加剂、合同
格式条款整治）”活动，全局上下高度重视，积极
行动，全面排查，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食品违法
案件 5起，合同格式条款案件 4起，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 18份，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蒋红伦)
南曹信用社狠抓规范化行风建设
自 7+7服务演练开展以来，连续 3天的集中

学习培训，使郑州市郊信用联社南曹信用社各
营业网点柜员规范化服务水平有所提高，由初
始的举手动作不习惯到融入角色从容面对，已
步入规范化服务正轨。目前，规范化行风建设
管理，已成为南曹信用社各营业网点新产品营
销的“助推剂”。在培训期间，要求全员踊跃参
与，相互取长补短，多讲勤用普通话交流，员工
之间相互提醒、监督，营造全员讲普通话的良好
氛围。

（朱保国 董鑫君）
惠济一中体育健儿省锦标赛上展风采

10月 1日至 5日，2012年河南省青少年田径
锦标赛在洛阳市新区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来
自全省 18个省辖市的 656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
比赛。惠济一中张孟孟等7名学生代表郑州市参
加比赛，荣获2枚金牌、6枚银牌，充分展示了惠济
区教育系统体育业余训练的水平和实力。

（王斌）

★信息集锦★

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在平
原地区建黏土砖场，政策到
了虞城县却成了一纸空文。
目前，虞城县老黏土砖场呈
现勃勃生机，新黏土砖场如
雨后春笋。空口无凭，有图
为证，请看这家老砖场“欣欣
向荣”的景象：

从这家砖场往东不到一
公里，又新建了一座砖场，据
说是这家砖场老板扩建的又
一砖场，目前，这个新建的砖
场已经把十几亩可耕地挖得
伤痕累累！起土后的大坑数
米深惨不忍睹！

新建砖场的地址：虞城
县县城西地下道往北约两公
里（虞城县城至贾寨镇的公
路）至李老家乡唐楼村，村后
往西有一条小水泥路，沿水
泥路往西行约一公里。

明大腕 摄

虞城黏土砖：

老场蓬勃生产 新场不断再建

前不久，有位朋友从深圳“参观”回来，兴致勃勃地向
我谈起所欣赏的风光：“不但去了深圳、珠海，还远游香港、
澳门……”我问他这样远游，没有万把块钱下不了场吧？
他肩膀一耸，甜滋滋地说：“没什么，反正是报销！”

这个“反正是报销”听起来十分耳熟，由于不管合理
不合理，只要领导批了，小到一个本、一支笔，大到手机、
汽车，都可以冠冕堂皇地给以报销。“反正是报销”，使一
些人手脚变大了，思想腐化了。报载原某区委书记在3
年时间里，连续用公款出国20次，回国后，采取在不同时
间和不同部门，将机票与收据、结算账单和收据相分离
的手段，重复报销费用10笔，合计人民币76386.86元。
另外，其还利用职务之便，两次携妻出国旅游，费用达4
万元，全部由企业负担。这不仅败坏了领导干部的形
象，浪费了国家资金，而且也落下可悲的结局。

财务报销制度本来是个好制度，它可以减少或避免
外出时的浪费，减少个人负担，以利于更好地工作。但是
如果把经念歪了，将合理的报销制度弄得公私不分，该报
的报，不该报的也报，使“狗毛”、“鸡毛”、“羊毛”全都出在

“羊”身上，那就不合情合理合法，绝对是不能允许的。
“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是我们党建设国家

的重要政策，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种体现。我
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加之国家正处于大建设时期，
要办的事情很多，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所以钱要花在
刀刃上，凡需花的钱，都要精打细算，一块钱能办的事
情就不要花两块；发一封信能取到的“经”，就不要派人
去；坐汽车能办的事情，就不要坐飞机，一切都要从俭、
从严，切不可有“反正是报销”那种败家子作风。

话有有 直说直说

刘忠全（西华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评“反正是报销”

近段时间，在柘城县远离县城的偏远乡镇，发生
几起针对老年人的养老诈骗。

骗子大多是两人以上，他们深入到农村偏僻的乡
村，以上门为老人办理或发放养老金为由，诈骗老人
200 元至 600 元不等的人民币。由于老人行动不便，
警惕性差，加之被骗钱财数量不大，很少有人报警，致
使骗子屡屡得手。其实，正常情况下，县乡集中下乡
办理养老手续时，一般都是乡村干部提前通知老人们
到某地点集中，而极少到农户家中去。即使深入到村
中，也有村干部陪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收费用。希
望农村老人们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骗子们的谎言，对
那些张口要钱的人要坚决拒绝，发现可疑情况，要躲
开骗子及时报警。 （张超）

别特特 提醒提醒

警惕农村养老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