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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我的车

在高速路上自燃，高速交警指派的

施救公司一张口就向我要一万两

千元施救费，现在你们记者一采

访，他们又说只收每天五十元的停

车费，这高速施救收费也太随意了

吧？”1月15日，温县温泉镇滩王庄

的农民司机侯新奇告诉记者。

据侯新奇讲，1月11日下午5

时45分左右，他载有一车白糖的

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京珠高速（驻

马店遂平县境内）859公里处时，货

车突然发生自燃。事故经高速交警

处理后，由出警的高速交警指派了

一家高速救援公司的车辆将出事货

车拖至遂平县高速路口附近的一家

名为骏翔物流公司的院内。

侯新奇说，1月12日，货主来

到停车场，想把车上的白糖倒走，停

车场的管理人员不让，他们说必须

交清包括拖车费、施救费、吊车费在

内的共计1.2万元，才能让倒货。

眼看停车场态度强硬，侯新奇

没办法就拨打了当地媒体电话求

助，在当地媒体的关注下，由高速

交警出面，货主才于14日下午将

白糖倒走。

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正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侯新奇突

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当地媒体

的一位记者告诉他说，经高速交警

协调，施救公司答应不再收取1.2

万元的施救费用，他只需交上每天

50元的停车费，就可以把烧毁的

车辆拖走。

就侯新奇反映的情况，记者电

话采访了驻马店高速交警支队的

曹支队长，曹支队长说，这件事情

他知道，这个车的司机也把这件事

向多家媒体反映了，市公安局局长

杨俊杰也知道了这件事，听说那家

公司已经不准备在这里干了，人家

已经答应不再要这个司机的施救

费了。

去年12月24日，郑州市丰产路街道办

为外来务工人员开辟了临时保障服务点，半

个多月过去了，该临时保障服务点情况如何？

1月15日，记者来到该临时保障服务

点，发现该服务点大门紧锁，门口挂着的牌子

上也未标注相关联系方式。

据在场的几位外来务工者介绍，这个服

务点晚上住有50人左右，晚上有一位年纪

较大的工作人员值班。“这可比以前强多

了。”一位来自中牟的务工者说，“原来住桥

下多冷啊，有时候还不安全。”据他介绍，这

个临时保障服务点只要登记之后便可以入

住，晚上还提供热水。提起这个“新家”，在

场的务工者都表示很好。

当记者问及对该保障点的改进建议时，

几个务工者向记者反映了几个主要问题。

“他们（保障服务点）留个电话多好，俺有事

儿了可以打电话找他们。今天值班人员不

在，万一有新来的需要登记就没办法了。”一

位在该保障服务点居住的务工者说道。针

对白天保障服务点锁门的情况，另一位务工

者说：“这可耽误事，好不容易联系到活儿

了，工具如果落在里面就麻烦了，有些人晚

上干活，白天想休息也进不去啊。”

另有几位务工者建议在保障服务点能

安装几个电源插座以方便手机充电。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最新修订

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已于今年1月

1日正式施行，除实体店和电话销售彩票

外，互联网和自助终端销售模式获认可。

记者15日从财政部获悉，新办法规

定，乐透型、数字型、竞猜型、基诺型彩票

方面，单张彩票的投注注数不得超过1万

注；设置多倍投注的，每注彩票的投注倍

数不得超过100倍；实行浮动设奖的，奖

池资金仅限用于高奖级；实行固定设奖

的，应当设置投注号码或者投注选项的限

制注数。

新办法还指出，不得采取摊派或者变

相摊派等手段销售彩票，不得溢价或者折

价销售彩票，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

售彩票，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 15

日，10辆流动医疗车缓缓驶出省

妇联的大院，奔向我省各地的农村

贫困地区……目前，我省共有81

辆“母亲健康快车”行驶在农村地

区，为妇女儿童提供妇幼健康服

务。

据介绍，“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于2003年7月12日在北京启动。

该项目通过公益捐赠购置医疗车

辆和设备，依托有实力的综合医院

和妇幼保健院，以流动医疗车的形

式为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提供妇

幼健康服务。

扶沟县仅蔬菜生产一项，全县年收入10

万元以上的农户就有300余户。目前扶沟

县已成为河南省蔬菜生产第一大县，全国果

菜无公害十强县，被农业部定为国家级

2009～2016年蔬菜生产重点扶持县。年总

产量达258万吨，总产值达23.8亿元。“扶沟

蔬菜”商标被评为“全国果蔬十大知名品牌”。

冷风阵阵，扶沟县中博蔬菜公司近千亩

的蔬菜园区内，工人们还在忙着采摘一种叫

广东菜心的绿叶蔬菜。工人们边采摘边把

小黄花翻到绿叶外面，一排排整齐地码好放

入箱中。公司业务经理孙红艳告诉记者，这

是今年的最后一茬菜心，要销往国内广州、

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因为园区使用无公害

生物农药，所以价格很可观。

据悉，近年来，扶沟县财政每年在蔬菜

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都在1200万

元以上。2012年，扶沟县把蔬菜生产确立

为三大主战场之一，新发展蔬菜2万多亩，千

亩方达到9个，光一个韭园镇鸿源蔬菜基地

就有3000亩的面积，总投资1亿元。现在，

全县无公害瓜菜种植面积达48万亩，总产量

达260万吨，总产值达23.8亿元。种植规模全

省第一、全国第二。

现在，城里人都讲究无公害，扶沟菜农种

菜用上了防虫网、粘虫网、杀虫灯、防雾滴棚

膜、高温闷棚等防控技术，农药量减少30%以

上。全县建立2万多份生产档案，全程监控

蔬菜栽培、施肥、用药过程。实行无公害生产

责任可追溯制度，为每一个品种、每一车蔬菜

贴上条形码，使其都有“身份证”。

韭园镇新远蔬菜园区每年有三个月，每

天向香港、澳门、广州等地麦当劳供应10吨

左右的番茄、黄瓜。柴岗乡梅园蔬菜合作社

每天向周口万果园超市提供3万斤黄瓜。

韭园镇农民崔喜莲在新远蔬菜园区做管理

员，她告诉记者，地块编码牌上除了标示种

植品种、定植时间、用药及停药时间外，还醒

目地印有她的名字。进大棚拈花、掐枝前要

修剪指甲，还要经过喷雾消毒，种菜真比看

孩子还周到。

也 许 有 一 天（可 能 很

快），很多地方的人吃菜时

会选扶沟出的，到饭店吃饭时还会问一句，

你这是不是扶沟生产的无公害蔬菜。

这是我在看到扶沟人像照顾孩子一样

地照顾蔬菜时的突发奇想。

扶沟在河南生产蔬菜已是很有名了，种

植规模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越是有名越

是有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他们的品牌现

在就越做越好，无公害蔬菜面积也越来越

大，有 48 万亩。在很多人都担心食品安全

的大背景下，扶沟人打无公害牌，狠抓管理，

发展方向不错，有远见。

前面还有目标！扶沟的蔬菜种植能否

再冲一冲，上个更高的台阶？！

扶沟县的农业工人正在“巨型大棚车间”采摘无公害黄瓜。 资料图片

《吴树兰回村记》在本报发表

后，读者纷纷给她打电话，表示了

对她驻村工作的支持以及对大吴

庄这个国家级贫困村的关注和关

爱。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群

众需要吴树兰这样的贴心人，农村

需要吴树兰这样的党员干部，社会

需要吴树兰这样的爱心使者。”

在国家财政部监督局工作的

马红卫电话中说,读完吴大姐的故

事，他要资助大吴庄村里的4位贫

困留守儿童。

北京302医院医师容义辉打

电话给吴树兰说，他是在网上含泪

读完《吴树兰回村记》的，在表示资

助村里贫困生的同时，他还将抽出

时间前往大吴庄对村民进行免费

体检。

1月15日，在内乡县“小农水王店镇项目区”，技术人员在拉运、铺设输

水管道。该县是国家小农水项目重点县，去年以来，他们利用国家投资的

7200万元，把5万亩望天收的丘陵地改造成农业高效示范田。 张中立摄

收费项目 车型 基价 拖运 最高收费额

（10公里内）（每公里） （每次）

事故和 A类 200元 10元 400元

故障车辆 B类 250元 15元 600元

拖曳 C类 300元 18元 800元

（牵引）费 D类 400元 20元 1000元

吊车作业费 A类 500元/次 B类 1500元/次

C类 2500元/次 D类 3000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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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农村版
互联网销售彩票获认可

驻马店高速
施救收费太随意

一张口要1.2万元，媒体一采访，只收每天
50元停车费

相关链接

河南省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收费标准（试行）

10辆“母亲健康快车”启程
奔向贫困地区提供妇幼健康服务

群众需要吴树兰这样的人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赵学风

郑州外来务工者临时保障服务点

白天“铁将军”把门 没有联系方式
□本报见习记者董豪杰

策划 韩嘉俊 统筹 陈辉映任爱熙 执行王东亮马鸿钧⑦

河南蔬菜生产第一县：扶沟县
该县无公害瓜菜种植面积达48万亩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晓蒙

相关链接

短评

上个更高的台阶！
□王东亮

时间：1月 14日下午 3：20—5:20

地点：本报编辑部

人物：乔宗旺，男，汉族，新郑市龙湖镇

泰山村人，1955年 11月出生，高中学历，2006

年 8 月入党。1983 年～2006 年 8 月在外经

商；2007年 9月至今任泰山村党支部书记；获

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为十三届郑

州市人大代表，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双强”党

支部书记。

记者：这六年来您给泰山村的父老乡亲

做了这么多实事，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请您

讲一讲这六年来最让您为难的是什么？面

对这些，您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乔宗旺：最让我为难、内心感到非常煎

熬的是老百姓的不理解。听到有人说“无利

不起早，你干是为你自己”，心里非常难受。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上一些人的不理解，你把

心掏出来办事，还卡你，这是最让人心里难

受的事。功过由人说吧，感觉非常无奈。有

时候说实在的，无奈的时候晚上就在办公室

哭，发泄一下；有时候大冬天下着雪开车跑

到山上大吼一声，心中的苦无处诉啊……就

是这样熬过来的。

回村时，老婆不愿让我干，气得有两三

年都不理我，也不给我做饭。几年时间干下

来村子有了起色，老婆心疼我也拗不过我，

“饲养员”终于又回来了。

有一次作难的时候，说起来这是两三年

前了，当时有些难处不能跟村干部们讲，因

此我在办公室泪流满面，一句话也不说，有

的村干部看不下去就吼着说：“咱有吃有喝

的去作这种难弄啥哩？乔书记咱不干了。”

为啥我还会这样干？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

员，有一种带领群众致富的信仰支撑着，如

果没有信仰，一天都干不成。

记者：泰山村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是怎样

捞到“第一桶金”的？建设八项基础设施工

程钱从哪里来的？

乔宗旺：泰山村发展的起步资金都是从

自己兜里掏的，用自己的钱垫底。赚了我把

本钱捞回来，赔了我的本钱不要了。初期建

设资金一是在200多亩荒山上建公益性公

墓；二是向政府申请补助资金；三是在村庄

改造中，通过“一带一”的办法，用策划、包

装、运营换来的。

记者：请问您当支书后发展了多少名党员？

乔宗旺：2名，发展党员不多，考察很严，

要把真正优秀的、干实事的人吸收到党组织

中来。

记者：请您描述一下泰山村现在的面貌。

乔宗旺：现在的泰山村是一派“村在林

中建，房在树中隐，水在村中流，人在绿中

行”的人间仙境。来到村口便有一栋栋漂亮

别致的小楼映入眼帘，一条条宽广整洁的水

泥路环绕着村庄农家，漫山遍野的树木郁郁

葱葱，日潭、月潭、天池碧波荡漾，景观绿化花

木摇曳生姿，是一个山美水美的宜居之地。

新郑市泰山村党支部书记乔宗旺做客本报答记者问——

没有信仰，“村官”一天都干不成
□本报记者冯佳志

2006年9月，为改变家乡面貌，在外经商

多年的乔宗旺回到泰山村主持工作。当时的

泰山村，没有一寸柏油路，村民吃水困难，村委

的资产只有三间平房和三张破桌、两节铁皮

柜、三把坐上摇摇晃晃的椅子。

“赔了是我的，赚了是大家的。”上任

伊始，乔宗旺许下铮铮誓言，“我回村负债

经营，村集体负债的最高限度不能超过我

的家产，如果达到这个限度，泰山村还没

有搞好，仍没有希望，我将辞职不干，并拿

出家产来偿还村里所欠的债务。绝不给

政府添麻烦，不给群众添负担。”

近年来，在乔宗旺的带领下，村里先

后搞了八项基础设施工程，修了三环四纵

组组通道路；完成饮水工程；进行山体复

原，恢复山体 280 亩；日潭、月潭、天池蓄水

工程完成；进行生态绿化工程；安装 400 多

个监控头、1000 余盏路灯。

乔宗旺主要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