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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3月30日，荥阳市民任先生向河南日报

农村版记者反映，自己使用的中国移动号码

莫名其妙地被开通了手机上网业务，仅两天

时间就产生了39.57元的费用。“谁开通了我

的上网业务？谁动了我的话费？”这让任先生

很气愤。

3月31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赶赴荥

阳，见到了任先生。任先生说：“我的移动手

机号码已经使用10多年了，出于个人信息安

全的考虑，一直只使用基本通话功能，从未开

通过手机上网等增值业务。为了防止误操

作，我还专门到移动营业厅关闭了所有增值

业务的‘总开关’。”

就在今年1月30日19时左右，任先生的

手机收到一条10086推送的话费异常提醒的

短信，显示其手机号码已开通上网业务并产

生了一定的费用。任先生急忙在电脑上登录

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进行查询，在其向记者

提供的查询页面截图上显示，当前正在使用

的业务中包括手机上网功能（升级版），开通

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自己并未申请和

办理开通手机上网业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带着疑问，任先生拨打中国移动客服

热线10086进行咨询，客服人员给出的解释

是：有可能是亲戚朋友帮忙开通的。任先生

的疑问又来了——“我的手机服务设置的有

密码，亲戚朋友不知道密码怎么开通的？”客

服人员给不出解释。

当天21时39分，中国移动客服中心给任先

生进行了电话回复。任先生向记者提供了这段

通话的录音。录音中，客服人员表示：“（这种情

况）有一个口径（说法），是为确保用户手机业务

的正常使用，从1月6号起，针对未开通GPRS

功能的目标用户进行批量开通的。”

2月1日，任先生在网上查询了自己的话

费清单，截至1月31日24时，手机上网的收

费流量已经达到39.57M，涉及的通信费为

39.57元。

任先生对记者说：“中国移动单方面就可

以开通用户的上网功能，这是不是强制消

费？开通业务不需要用户密码吗？谁破解了

我的用户密码？既然是批量开通，还有多少

移动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默默扣着话

费？”

记者随后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

有限公司郑州市荥阳分公司，一位杜姓工作

人员表示，“现在不方便透露相关信息，要向

负责业务的相关领导汇报后再进行回复。”截

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该公司回复，本报将继

续关注此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荥阳分公司在未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批量开通用户上网
服务，致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相关费用。该市市民任先生在设置了用户密码的情况下也被
开通了此项服务——

强制消费几时休？荥阳移动公司：
□本报记者冯刘克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鸿

闫子健）4月3日，纪念老子诞辰2586周

年拜祭大典在鹿邑县举行。当天上午，

企业界、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各界人

士云集老子故里鹿邑县缅怀老子。

据了解，本届老子庙会以充分展示

老子文化魅力，树立老子故里形象，提升

鹿邑作为省直管县在中原“根亲文化”开

发、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中

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拉

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扩大老子故

里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杨呈霞）4月3日，《黄

土铸魂——李勇逸中国画作品展》在河

南美术馆举行。据悉，本次展览作品160

余幅，展期4天。

李勇逸，曾署名李勇、逸者，江苏徐

州人。1990年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

院，1999年考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贾又

福山水画助教研究生班。作为一名绘画

工作者，李勇逸是一位热情讴歌中国伟

大时代的实力派画家。长期以来他坚持

深入生活，勤奋思索，先后创作出了许多

表现爱国深情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20多次赴陕

北延安写生，感受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为底色的“延安精神”。

鹿邑举行
老子诞辰祭拜大典

《黄土铸魂——李勇逸
中国画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

杰张珂）4月6日，2015年全国皮划艇激

流回旋春季冠军赛在位于宜阳县的中国

水上运动基地拉开帷幕。比赛将持续至

4月9日，来自广东队、福建队等15支代

表队的200余名运动员参赛。

据了解，水上运动基地位于洛河宜

阳城区段。近年来，作为宜阳县委、县政

府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惠民工程，

洛河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投资13

亿元，实施两岸堤防拓宽加固绿化和8级

橡胶坝建设。该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

已建成的皮划艇激流回旋赛场是我国北

方唯一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皮划艇赛

道，设计长410米、宽20米、落差4米，引

水流量每秒25立方米，目前已具备承接

国内、国际大型比赛的资质。

另悉，4月10日全国首届业余皮划

艇激流回旋精英赛也将在此举行。

4月6日，在洛阳西苑公园，两名游人在雨中观赏盛开的牡

丹花。时下，洛阳各大公园及街道花坛中的牡丹花陆续绽放，中

外游客云集洛阳，争相观赏牡丹花。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4月2日，在渑池县仰韶文化暨国学教育交流中心与韩国安东市安

东科学大学联合举办的中韩文化交流活动中，韩国安东科学大学国际

交流院院长朴喜正（左一）将一块“韩国安东科学大学指定合作人才输送

基地”的铜牌授予渑池仰韶文化暨国学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新安（右

一）。根据协议，渑池县仰韶文化暨国学教育交流中心每年将选派30至

100名高中毕业生到韩国安东科学大学留学。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离夏收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清丰县“三

夏”农机培训的大幕已经拉开，在农机大院、

专业合作社，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农机手听

培训课。没有课桌、没有讲台，授课的多是他

们熟悉的老农机手、土专家，这种方式被农民

亲切地称为农机“微课堂”。

“看这里，联合收割机转速太高，千万记

着一定要用耐高温的好机油……”4月2日，

该县城关镇东关村农机土专家赵青山的农机

“微讲堂”人气很旺。“以前觉得新车买回去会

开就行，出了故障就找厂家，结果影响了作

业，甚至一个夏季的收入全泡汤。”城关镇北

关村农民王振国说，别看培训时间短，可老师

能讲到点子上，整个机具的使用要点一下就

全掌握了。

“以前培训班上听到的那些专业术语，真

是一头雾水，赵老师把他们变通后，一下子就

清楚了，听着也过瘾。”农机手高志民听了赵

青山的培训课后发出了这种感慨。与传统的

培训方式不同，“微讲堂”将“专家讲、农民听”

的单向传授方式变为互动频繁的交互式传

授，形式更为灵活；培训时间也不再是过去的

专门抽时间、定地点进行集中培训，而是化整

为零，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既不耽误正常

的农业生产，又营造出了轻松的学习环境。

今年以来，在清丰乡村活跃着一大批像

赵青山这样的“土专家”、“田秀才”和示范户，

他们亮出绝活，显出本领，充分发挥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优势，有效化解农村优秀人才

作用难发挥的尴尬。在“土专家”、“田秀才”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微讲堂”让受益农民获得

更多的农业知识和致富本领，促进了农民增收

和农村经济发展，助推了新农村建设。

“别看仅是个‘微’讲堂，它却发挥着大能

量。目前，清丰县已培养起涵盖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等10余个门类的土专家，成为拉

动农民发家致富的生力军。”清丰县农办主任

丁双记如是说。

清丰县注重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他们

还把获得技术职称的农民、农业科技推广示范

户、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带领群众发家致

富的社区干部等农村实用人才,按照其专业特

长、发展项目、工作成果与业绩等,建立起“土

专家”人才信息库。今年以来清丰县共举办了

300多期“微讲堂”，培训农民群众2万多人次。

商水县化河乡肖庄村农民肖百顺，十几年

来潜心培育繁殖各种名特优新果苗花木，闯出

一条科技致富的新路子。

说起肖百顺，化河乡周边10多个乡镇的

许多果农都认识他。十几年来，肖百顺致力于

果苗花木繁育，所育的苗木不仅畅销商水，还

销往项城、上蔡等市、县。近日，记者慕名来到

肖百顺的苗木繁育基地，只见5亩多苗圃园里

种植着多种果苗花木，既有普通水果苗木，也

有日本板栗、超级克伦葡萄、金藤乒乓球葡萄

等名特优新果树苗和香樟、桂花等名贵景观树

苗，前来园里选购的人络绎不绝。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肖百顺自豪地说：“现在我繁育的品种

已有20多个系列80多种果树苗木，适宜当地

栽植的水果类的苗木在我这儿基本上都有，景

观树苗也有10多个系列30多个品种。每株售

价从20元到300多元不等，亩均收入2万多

元。”

说起苗木繁育，肖百顺告诉记者，当时家

里的几亩责任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

一年忙碌下来，除过吃粮，刨去成本，兜里就所

剩无几了。于是他便利用空闲时节四处打

工。其间，他到过多处育苗基地务工，见识了

苗木繁育的过程，逐渐对此产生浓厚兴趣。他

发现繁育苗木成本投入小、风险低，而且赚钱

快，是一个不错的致富门路。于是在打工过程

中，他格外用心学习各类苗木的培育技术，逐

渐积累了一些育苗知识。2000年返乡后，他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出了两亩地，从最初的

杏、桃、梨等开始一步步摸索，日积月累，他的

苗木嫁接技术日趋精通娴熟。

肖百顺说：“果树新品种的推广和开发，需

要科学筛选品种、高纯度的种苗和与之相配套

的技术作为支撑。”为了做到这一点，老肖到过

新郑取优质枣苗、去灵宝采苹果树枝，到山东

买回“白荔枝”条，这些“宝贝”经过他的嫁接，

许多品种不仅提前开花结果，品质也得到极大

改善。多年来，他注重品牌效应，尽最大努力

去提高种苗纯度和质量，将最新、最好、最成熟

的品种推向市场，供客户选择，坚决杜绝假苗、

劣苗出圃，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生态文明也写入十八大报告了，生态建设

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大，苗木市场也会越来越暖。

明年计划把面积再扩大几亩，并成立果苗繁育合

作社，吸引周边农户和我一起靠苗木繁育发家致

富！”谈起今后的发展，肖百顺踌躇满志。

从红旗渠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上接第一版

新征程上美太行

50年来，林州人民在完成战

太行、出太行、富太行创业三部曲

之后，他们继续从红旗渠精神中

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踏上了“美

太行”的创业新征程。

美太行，核心在于让人民群

众生活更美好。围绕这个核心，

林州市通过转型升级、城乡统筹

等措施，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

美太行，美在转型升级。美

太行，首先要把经济发展好，作为

林州经济支柱的工业须先行转

变，从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化迈

进，技术创新促转型，延展链条促

转型，集聚集约促转型，以持续的

转变换来产业新面貌。

红旗渠风景区、太行大峡谷

从一条长渠、一个山谷，成为国家

4A级景区，目前正在申报5A级

景区。中西部地区唯一一家设在

县级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清华大学首家县域合作园区，在

河南省唯一一家县级市布点的国

家863林州科技产业园，既提升

了科技创新能力，又提升了产业

集聚水平。

美太行，美在城乡统筹。坚

持以城带乡，加快推进林（州）陵

（阳）一体化、姚村城市化，持续提

升产城一体、城乡一体化水平。

焦家湾新村、金陵社区、湘河社

区……一个个新型农村社区，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林长高速、晋

豫鲁铁路建成通车，大通物流

园、义乌商贸城建成投运，鹤辉

高速正在建设，林（州）桐（柏）高

速公路开工在即，彻底扭转了林

州偏居太行一隅的历史。前不

久，林州市还被国家发改委批准

为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美太行，美在民生改善。去

年林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4190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

计完成23341元，群众的钱袋子

鼓起来了。

谈起50年来的变化，参加过

修渠、见证林州发展变迁的退休

老干部郭新林说：“红旗渠是幸福

源，林州处处换新颜。”

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象征。如何传递好这

一精神火炬，是摆在林州百万儿

女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在当下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实

践中，红旗渠精神的现实意义日

益凸显。作为红旗渠精神的传

人，我们要进一步加快三省交界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续航‘战太

行、出太行、富太行’的创业梦想，

加快推进‘美太行’创业征程，实

现‘富而美’的历史跨越。”林州市

委书记郑中华的话铿锵有力，信

心百倍。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宁建鹏）“在大唐郏县云阳风电

场项目引介工作中，我和同事李

艳飞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县

委、县政府在今天召开的奖励大

会上，给我们10多万元的奖励。

政府越奖，我们干劲越大，今后要

继续做好项目引介工作，多招企

业，为县域经济发展作贡献。”4月

2日，郏县发改委工作人员杜自俊

高兴地对记者说。

2010年，杜自俊和同事李艳

飞在郑州市办事，恰遇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的一个负责同志。谈论

中，该公司负责同志谈起要选址

投资风力发电项目的意向。杜自

俊立即向其详细介绍了郏县良好

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风力资源，

并及时向县里汇报了大唐集团公

司的投资意向。大唐集团公司经

过对郏县风力资源的详细实地考

察，最终于2013年在郏县李口镇

紫云山上投资2.8亿元建设了风

电场，2014年11月正式并网发

电。郏县县委、县政府根据“郏县

招商选资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

决定奖励杜自俊、李艳飞共计

14.5万元。

在4月2日郏县召开的2014

年度全县目标绩效考核暨中心工

作奖励大会上，像杜自俊、李艳飞

一样，该县有139名同志，因在招

商选资引介和有效信息提供等方

面工作突出，分别受到了不同金

额的奖励。还有姚庄回族乡、冢

头镇、安良镇等共63个中心工作

成绩突出单位，42个2014年度全

县目标绩效考核优胜单位，9个金

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单

位分别受到了2万元到300万元

不等的奖励，共计发放奖金994.2

万元。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魏永涛李丽娜）“2015年，我将

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要

负责人承诺书的要求，履行领导

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监督检

查，落实监管责任，支持查办案

件，带头廉洁从政……”4月2日，

襄城县召开了全县纪检监察案件

查办工作会，该县部分党委负责

人、纪委书记和党委班子成员代

表就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

“一岗双责”在会上作出了郑重承

诺。

2014年，该县狠抓责任主体

的落实，突出监督执纪问责，把反

腐倡廉建设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

各单位。全县112个单位的党委

（党组）及其主要负责人就落实好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82个单

位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就落实

好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452

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就履

行“一岗双责”分别作出了书面承

诺。据悉，该县2014年对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

33名领导干部实施了责任追究。

清丰县 三农“微课堂”释放大能量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志豪

全国皮划艇激流回旋
春季冠军赛在宜阳举行

繁育果苗花木 亩均收入2万多元
商水县农民肖百顺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长河

郏县
990多万元重奖经济发展功臣

襄城县
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追责33人

洛阳牡丹绽放迎宾客

渑池中韩交流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