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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一块另类广告牌 引得顾客纷纷来
西平老农有创意：“永保纯正不卖人格 红薯粉条不纯是王八蛋”

新县：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家用汽车三包新规出台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14日上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河南省培训班在开封

开班。按照要求，各地要严禁幼儿园提前学习

小学教育内容，重视《指南》在农村幼儿园的贯

彻落实工作，通过专家巡回指导、城乡幼儿园结

对帮扶等形式，加大对农村幼儿园的扶持力度。

据悉，此次培训将持续4天半，来自省内

教育系统和大中专院校的学前教育专家，将采

用互动活动与专题讲座相结合的方式，对《指

南》进行深入解读。来自全省30个省辖市、省

直管试点县、重点扩权县（市）的主管局长、幼

教干部、教研人员、幼儿园园长等150多人参

加了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黄华）1月15日下午，记者

途经西平县二郎乡祝王寨村口时，一群开着

汽车来买粉条的城里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只见大家你五斤我十斤地不断往车上装着刚

刚晾干的粉条，卖粉条的老板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都是冲着老板这块广告牌来的。”问

起他们开车来买粉条的原因，不少顾客用手指

着路边一块写有“永保纯正不卖人格 红薯粉

条不纯是王八蛋”的红色广告牌告诉记者。

这名卖粉条的老板叫郝水林，今年64岁，

是西平县二郎乡祝王寨村农民。

老郝告诉记者，他是去年开始带领孩子

们做粉条生意的，为了确保粉条质量，让大家

吃上口味纯正的传统粉条，他们自己种了几

十亩红薯。为了让大家吃着放心，在清洗红

薯时，他还把机械装上滑轮推到路边，在过往

行人的监督下进行反复清洗，不让一个坏红

薯和脏红薯流入到下一个生产环节。

在整个粉条加工过程中，老郝始终坚持

用传统的人工方法，他说只有这样做出来的

粉条才能保证口味纯正。

说到这个独特的广告牌，老郝立即来了

精神。他说，现在不少人在制作粉条时为了

多赚钱，昧着良心添加木薯粉以及食用色素

和食用胶，那些东西对人体都有害处。为了

让大家吃上放心的粉条，他就把这几句话做

在广告牌上、印在粉条包装袋上。大家看到

他实实在在做粉条也都很捧场，2011年老郝

做的8000多斤粉条不到春节就卖完了。

老郝告诉记者，今年他准备了1万多斤原

料，现在刚一开工就吸引了西平、遂平以及驻

马店和漯河的不少顾客开着小车前来购买，

别人8元一斤跑到村上还卖不动，他家的粉条

10块钱一斤就有人找上门来买，最多的一个

人能买五六十斤。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见习

记者孙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这是著名诗人陶渊明的

诗句。菊花不但好看，药用价值

也同样不可估量。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巩义市鲁庄镇计

划在赵城村建设千亩野菊生态

基地。日前，该项目已获相关部

门批准。

位于赵城村的菊山盛产野

菊。野菊浑身是宝，嫩叶可当菜

吃，茎秆可作药用，花可当茶

饮。但此野菊只在菊山山域内

生长才有此特性，生长在仅一沟

之隔的邻近区域，就无此特性，

既不能食，也不能用。依托野菊

资源优势，鲁庄镇赵城菊山野菊

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省农科院

植物营养与环境资源研究所，计

划建设年产菊花500吨的野菊

生态发展基地，进行野菊及相关

产品精深加工。

巩义：野菊生态基地获批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长河）记者1月15日在宝丰

县了解到，今年马街书会将开展

第八届中国（宝丰）马街书会华

夏文明传承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曲艺类项目展演、第八届

中国（宝丰）马街书会全国曲艺

邀请赛、马街书会历届书状元及

名人名家专场演出等 10项活

动。

据介绍，该县按照“文化产业

大发展，文化事业大繁荣，文化名

片大彰显，文化设施大建设”的工

作思路,再掀“拓展宝丰现象、建

设文化宝丰”的新高潮，县委、县

政府决定积极办好第八届中国

（宝丰）马街书会系列文化活动，

强力打造宝丰文化名片。

宝丰：书会打造文化名片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敬民）去年刚拿到“中国红

薯之乡”牌匾的舞钢市红薯脆片

走进了国际市场。记者1月15

日从舞钢市农天薯业公司获悉，

该公司生产的“薯来薯往”红薯

脆片，受到泰国商家的青睐，一

次性定购30吨。

据了解，“薯来薯往”红薯脆

片，是该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副产品加工研究所联合研发的

红薯加工新产品。该产品是以新

鲜红薯为原料，经过前加工、低温

速冻、真空低温油浸脱水而成的

新一代红薯食品，红薯的营养成

分能够被保留95%以上，同时还

保持了红薯原有的色、香、味和维

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农天薯业公司的发展壮大

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红薯的

热情。目前，周边乡村已有

3000多家农户向该公司定购了

脱毒红薯苗，可栽种优质红薯1

万亩。

舞钢：薯片走进国际市场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诚信是商业经营

的生命，周口市的黄淮农产品大市场在这方

面成了全国的标杆。日前，黄淮农产品大市

场喜获“全国诚信示范市场”称号。

“全国诚信示范市场”称号由国家工商总

局授予。据了解，此荣誉称号的考评标准分

为6大类30个项目，包括市场组织管理、信用

建设管理、消费维权措施等内容。其中，创建

市场消费者申（投）诉先行赔偿率达100%、群

众满意率达95%等标准要求很高。

2011年初正式投入运营的河南亿星集团

黄淮农产品大市场目前已辐射周边600公里

的地区，2012年实现总体交易额60亿元，挺

进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50强，成为“农业产业

化河南省重点龙头企业”和“全国诚信示范市

场”。

周口：
有了“全国诚信示范市场”

本报讯 1月8日，位于方城

县杨楼乡大宋庄村的河南豪翔

牧业有限公司内，员工们正把发

酵处理后的牛粪运送到隔壁的

牧草种植基地。该公司负责人

高鹏不时提醒工作人员：“要注

意安全，牛粪一定要撒匀，耕地

要深松……确保种下的牧草有

个好收成。”

2012年9月，伴着首批300

多头牛犊的入住，占地90多亩

的豪翔牧业公司杨楼基地正式

投入使用。公司以育肥南阳黄

牛和西门塔尔牛为主，同时，对

南阳黄牛进行繁育和改良，每年

可繁殖南阳黄牛600多头，出栏

肉牛3600头，已成为方城县规

模较大的南阳黄牛生态养殖示

范基地。

牛粪肥田种牧草、无公害

牧草养牛，豪翔牧业在规划之

初，走的就是生态养殖、循环发

展的路子。据杨楼乡人大主席

关宏强介绍，乡政府大力支持

既重经济效益又兼顾生态效益

的项目，在协调用地、项目建设

方面，都一路绿灯，豪翔牧业从

征地到项目建成仅用了半年时

间。

(孟新生李振生)

方城：政府支持生态养牛

本报讯 时至冬日，恰逢走

苗季，1月14日，笔者走进武陟

县谢旗营镇辛杨村，几乎家家户

户门前都挂着“培育苗木、出售

树苗”的标牌，该村的苗木培育

历时长久，现已发展成豫北地区

规模大、知名度高、影响力强的

苗木培育基地。

村民辛更新培育树苗有十

余年历史，从最初的在自家地里

育苗到如今承包300多亩土地

大规模种植，年产值逾百万元。

他告诉笔者，全村2000多口人，

95%的人都育树苗。仅去年村

里培育优质果树苗就达2300多

万株，远销内蒙古、山西、四川等

地，人均收入近万元。

从自家田地发展到承包土

地，从自我劳动到雇佣劳动，从给

自己嫁接树苗发展到凭嫁接手艺

外出挣钱，从自己村育苗发展到

带动周边村集体育苗，武陟辛杨

村民依靠小树苗育出了好日子，

信心也越来越足。 （王璐）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进一步健全

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是当前解

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举措。党的十

八大指出，“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

“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这些年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从建立到运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

医疗卫生条件和服务能力明显改善，农民健

康水平逐步提高。但距离十八大提出的发展

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发展不平衡。城区

卫生资源较优，乡村卫生资源匮乏。二是投

入不足。特别是一些乡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

不足，设备陈旧落后、服务能力低，面临着“小

病看不到、大病看不了”的尴尬局面，造成医

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枢纽不灵”、“网底不

牢”。三是人才缺乏。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差，

生活待遇不高，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现象

普遍存在。

如何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从当前的形势看，应当重点做好以下三

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保基本。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

投入，加快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基础建设，强调

职责，强化监督，保障经费，完善设施，增强农

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造血功能和活力，使农民

“看得了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二是强队伍。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围绕准入、稳定、教育、培训

等关键环节，制定有效措施，对现有乡村医疗

卫生工作人员定期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为农村基层培养适宜人才。这是

实现农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关

键。

三是建机制。建立起运行有效的农村

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要逐步形

成县区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乡村医疗卫生的协

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整合城乡卫生资

源”，发挥县区医疗卫生机构的龙头作用，实

施以大带小、资源共享的纵横联系。“重点办

好县级医院”，使其发挥县域服务和培训中心

的作用；“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使其

发挥医疗卫生服务的枢纽作用；采取多种形

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使其发挥服务网点

的基础性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必将进一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的设施建设、队伍培养和基本卫生服务水平，

也必将使农民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一般

大病不出县”的要求，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

要求。

■河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田宪臣

武陟：小树苗育出好日子

我省幼儿园
严禁学习小学内容

豪翔牧业从征地到建成仅用半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虞静钱洪

波）近年来，新县按照“政策引领、规划先行,

突出主体、保障权益,规范有序、拓展创新,互

动联动、一体运作”的32字方针，全面规划，

重点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新县统筹考

虑地理环境、群众意愿和村庄整合等因素，

以县城为中心，南信叶、西循环、将军故里

沿线为骨架布局，选择区位条件较好、人口

相对集中、经济基础较强、群众积极性高的

地点，确定了58个新型农村社区布点规划，

其中市级示范社区3个，县级示范社区18

个，确保每个乡镇区规划建设一个新型农

村社区。

截至目前，新县已完成了3个市级新型

农村示范社区规划的评审工作，整合涉农资

金1.3亿元，争取省、市资金720万元，累计向

3个市级新型农村社区投入专项建设资金

1100多万元，配套社区前期服务基础设施，

吸引社会资金9个多亿，建成农民新居4800

多套。

1月15日，灵宝市阳店镇李曲村农民杨亚茹正在采摘头茬西葫芦。杨亚茹说：“去年苹果价格低，俺就建了一座温棚种植西葫芦。

春节快到了，西葫芦也该上市了，亩产可达3万斤，挣个2万元没一点问题。”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国家质检总

局15日公布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

货责任规定》，明确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责

任、汽车产品的退货条件、包修超时补偿和

三包有效期。该规定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

行。

三包责任：明确由销售者依法承担

根据规定，家用汽车产品是指消费者为

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在责

任承担方面，规定明确由销售者依法承担。

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

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的责任的，销

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在违

反规定时，质监部门等部门除最高可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外，还可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将违

法行为记入质量信用档案。

根据规定，汽车三包责任发生争议的，消

费者可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可依法向各级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请

求调解解决；可依法向质监部门等有关行政

部门申诉进行处理。此外，双方也可以根据

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退货条件：三包有效期内符合规定的可退货

《规定》对家用汽车产品的退货条件进行

了明确。在三包有效期内符合规定的，消费

者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等向销售者退货。

根据这个规定，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

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

（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

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

漏，消费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的，

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货。符合退货

条件的，销售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货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向消费者出具退车证明，并

负责为消费者按发票价格一次性退清货款。

超时补偿：包修超过5日消费者有权获补偿

根据《规定》，包修超过5日的，消费者有

权获得备用车或交通补偿。

在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出现产品质

量问题，消费者凭三包凭证由修理者免费修

理，其中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在产品包修

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时间（包括等

待修理备用件时间）超过5日的，应当为消费

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

偿。

三包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行驶里程5万公里

《规定》明确，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

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此外，家用汽车产品的包修期限不低于3

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包

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

日起计算。在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出现

质量问题，消费者凭三包凭证由修理者免费

修理，其中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

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

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以先到者为准），发动

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出现质量问题的，消费

者可免费更换发动机、变速器；易损耗零部件

在其质量保证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消费者

可免费更换易损耗零部件。

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5万公里

1月13日，在许昌市区光明路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前，民警

向取款市民讲解夜间取钱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当晚，许昌市公安局

启动“年终岁末保平安”活动，将无灯区、案件易发区、人群聚集区作

为夜间巡逻重点，民警每到一处，都嘱咐居民加强自我防范，确保辖

区治安稳定。 牛书培 摄

许昌：年终岁末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