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3

农村版

编辑∶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0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黄丽

心系群众 和谐拆迁
武陟县木城办事处一心为民圆满化解拆迁纠纷

□本报记者 李躬亿 通讯员 刘学敏 宋华礼
5 月 9 日，家住焦作的姬某和王某携带
“甘当公仆，一心为民”锦旗，来到武陟县木
城街道和平街委会，领取搬迁补偿款后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 感谢政府，感谢木城办事
处，感谢和平街委。”
姬某和王某在武陟县和平街承包了常
某 7 亩土地搞养殖，喂养 2 万只蛋鸡。前几
年，鸡蛋价格高的时候卖到五六块一斤，每
年的纯利润少说也有十多万元。可今年以
来，鸡蛋价格一路下跌，到现在只有两块多
一斤，下降了一半还多，连成本都顾不住了。
今年 3 月，姬某和王某二人得知县里要
在承包的土地上建殡仪馆，根据合同要求，
他只有两个月的搬迁时间。听到这个消息，
姬某和王某不知所措。三天后和平街委向
他们下达了正式的搬迁通知书。
接下来的评估中，姬某和王某了解到，

只有固定资产才能列入评估，他们的 2 万只 下，几天后，陆续有人过来问他们的鸡是不
鸡则没有搬迁费。这下，两人心里慌了，再 是要卖，什么价格，然后还有人对着鸡拍
加上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 照。微信朋友圈中还出现了：和平街西滩鸡
熟，当地政府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吗？万般无 场因拆迁低价处理一批蛋鸡，每只 10 元
奈之下，两人就往县、乡信访部门反映，同 （3～5 斤），数量有限，欲购从速。很快，来鸡
时，通过手机短信向焦作市信访局局长反 场买鸡的人多了起来，有干部、有群众，有的
映。
买 3 只，有的买 5 只。办事处有一名工作人
接到信访人反映后，木城办事处按照县 员还联系了一家往广州某集贸市场送家禽
信访局要求及时向信访人出具了《信访事项 的运输公司。就这样，不到一个月，两万只
实体性受理告知书》。在与信访人协商时， 鸡全部卖光。
木城办事处的领导向信访人承诺：在拆迁
随后，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为避免拆
中，办事处决不会让群众吃亏。并向他们讲 迁工作给养殖户造成损失，县有关部门在政
明，殡仪馆搬迁是县里的一项重大民生项
目，办事处已将他们反映的情况向县政府做
了汇报，正在为他们积极申请搬迁费。听到
这话，两人还真没往心里去，认为这只不过
是一种说辞而已，谁会真心为一个外地人着
中共河南省委
想？
河南省人民政府
在木城办事处、和平街委的协调帮助

策允许范围内为其争取到蛋鸡补偿款 12 万
元。信访人对武陟县党员干部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不让拆迁群众吃亏的做法非常
满意，自愿拆除了自己的养鸡场。
千山万山，政府是靠山。群众有困难找
政府，政府要为群众做主。千源万源，百姓
满意是源头。在拆迁过程中，多一分耐心，
争得群众理解；多一分诚信，树立政府形象，
使强拆变为和谐拆迁、满意拆迁。在本案
中，正是由于有了诚信的政府，有了敢于担
当的干部，才换来了群众的真心理解，赢得
了群众的满意。

信 访 之 窗
信访局 联办

南乐县

强化“主题党日”
唤起党性和初心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孟令显）
近年来，南乐县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入手，
通过“定时间、定标准、定内容、严督查”的
模式，将党员主题活动日以制度形式固定
下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强化党员党性意
识、宗旨意识，促进作用发挥。
南乐县规定，每月 5 日为“主题党日”，
全体党员不论级别、职务高低必须参加主
题活动，并视情况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党员
发展对象参与。各基层党支部每年初结合
工作实际，突出检验党性、服务群众、奉献
社会等方面的教育与实践，制定年度活动
日计划，确定每月活动主题，列出全年活动
清单，并不断创新活动方式方法，充分发挥
“互联网+党员管理”作用，采取多种形式，
提升活动的吸引力。同时，县委组织部党
建工作组对各党支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严
格督查，结果作为党建目标考核参考依据。
截至目前，全县 766 个基层党支部已
累计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参观党性
教育基地、志愿服务等党日主题活动 6170
余次，切实提升了组织生活质量，唤起党
员初心。

洛阳市瀍河区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侯志超 赵笑晨）5 月 17 日，记者从漯
河市财政局获悉，为满足公民基本
文化需求，市财政优化支出结构，以
“保基本、补短板、惠民生”为出发
点，投入 2.77 亿元，全力支持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规划，漯河市财政投入支
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和
街道文化站设备购置，支持市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建设，推进纪念
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益
性文化惠民工程免费开发，同时，支

持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品创作，
实施重点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等重点项目及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和文艺创作。
在此基础上，全市开展各类文
化交流活动，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的传播，打造城市品牌文化，通过
项目扶持、企业奖励以及设立文化
产业专项资金等方式，鼓励社会各
类文化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拓宽文化服务供给渠道，全
面推动漯河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武陟县

获焦作市重大项目观摩第一名
本报讯（通讯员李骏鸣 何京
辉 记者马如钢）近日，焦作市组织开
展了 2017 年一季度全市重点项目
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评价活动，对
各县（市）区的重点项目和产业集聚
区、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建设情
况进行观摩点评。与会人员根据现
场观摩情况，进行了评分，武陟县位
列县（市）组第一。
今年以来，该县按照省市打好
转型发展攻坚战的要求，把 2017 年
确定为“创新诚信服务”主题年，学
深杭促创新，采取政府抓协会、协会

抓产业的模式，深入推进产业转型
攻坚。同时，该县制定了“一月一汇
报，一周一现场督导”的推进机制，
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
类困难和问题，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均取得了良好成绩。
据了解，今年该县计划开工建
设重点项目 86 个，总投资 290.6 亿
元，年度投资目标 100 亿元。一季
度 完 成 投 资 32.8 亿 元 ，占 目 标
32.8%。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24 个，
总投资 116.1 亿元，一季度完成投资
13.9 亿元，占年度目标 43%。

郏县达理王村

旧轮胎玩出新花样

沈丘

特色农业助农增收

5 月 16 日，沈丘县周营乡周营村村民王燕敏在管理大棚吊蔓甜西瓜。近年来，该县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西
瓜、葡萄、朝天椒、高淀粉红薯等生态无公害特色农业，通过“合作社+科技人员+农户”的种植模式，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
的。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摄

开好一堂家风
“营养课”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霍颖莹）
“我认为家风这一课题，就像学生写作文一
样，必须有主题，有内容，有结语，我们要把
上一辈好的优良作风传统这一主题，通过
家庭教育等形式，教导晚辈更好地传承下
去。”洛阳市瀍河区基层退休党员梁保江语
重心长地对年轻干部说，
“ 你们更要讲党
性、讲规矩、讲原则，不断倡导实事求是、清
正廉洁的价值观，我们共同努力把好家风
挖掘出来弘扬出去。”
近日，为了以廉洁家风树立党员干部
良好形象，瀍河区在基层社区开展家风“营
养课”、廉洁漫画展、正家风专题民主生活
会等多种形式家风教育活动，丰富活动载
体，打造基地建设，有效增强了廉洁文化吸
引力和感染力，筑牢家庭拒腐防变重要防
线。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干部，更有责任时
刻树立家庭助廉意识，严格要求子女勤俭
节约、对党忠诚，共同营造清廉家风。”今年
83 岁的龙泉社区第一党小组组长李全吉
则激动地道出了家风核心“为人诚实待人
宽、做事踏实财莫贪”。
“老党员给我们上了一堂有意义家风
‘营养课’，身为社区主任，我要时刻牢记自
己的党员身份，不计得失、不计名利，同时
深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性，
自觉抵御‘四风’问题，认认真真为老百姓
干事情，不遗余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的问题。”五一社区主任李存有感而发。
瀍河区纪委不断总结家风建设中好经
验好做法，探索新途径新形式，带头强化宗
旨意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反腐倡廉
教育的实效性，把优良家风真正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家风文化
建设，我们必须把加强思想教育作为首要
任务，要深入挖掘传统家风文化资源，利用
基层主要阵地建设，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
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瀍河区纪委
常委刘清芳说。

漯河市投入 2.77 亿元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超级大乐透又爆4注千万头奖
奖池滚存36.23亿元
5 月 17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7056
期 开 出 4 注 头 奖 ，基 本 投 注 单 注 奖 金
1217 万多元（含派奖金 217 万多元），其
中 1 注追加头奖，单注总奖金更是高达
1947 万多元（含派奖金 347 万多元）。当
期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36.23亿元。
前区热两头冷中间
体彩大乐透 17056 期前区开出奖号
“01、04、24、27、32”，后区开出奖号“03、
10”
。前区号码呈现热两头冷中间的态势，
“0”字头号码开出两枚，
“2”字头号码开出
两枚，
近期火热的
“3”
字头号码，
也有1枚亮
相；
其中
“27”
是此前前区最冷号码，
此番是
间隔17后开出，
“01、04”
则是分别间隔10
期、
9期开出，
也属于偏冷的号码，
“32”
则是
仅间隔 1 期再度亮相。后区“03、10”是一
大一小、
一奇一偶组合，
“03”
是连续两期开

出的重号，
“10”
则是间隔4期再度亮相。
四注头奖均过千万
当期全国中出 4 注一等奖，基本投注
常规奖金达到了封顶的1000万元，
其中1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常规奖金也达到了封
顶的 1600 万元。而在摊分了 1000 万元
的派奖奖金之后，当期基本投注头奖单
注总奖金高达 1217 万多元，追加投注头
奖单注总奖金高达1947 万多元。
数据显示，当期唯一的追加头奖出自
广东云浮，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注号码
追加投注票，其中 1 注斩获 1947 万多元。
河北邯郸、山西太原幸运儿都是单式票中
得基本头奖，前者是一张 2 元 1 注号码单
式票命中，
后者是一张10元5注号码单式
票命中。上海浦东幸运儿，则是凭借一张
992 元“前区 3 胆 32 拖+后区 2 拖”的胆拖
复式票命中，
单票总奖金1259万多元。

奖池继续呈现涨势
同期二等奖共中出 51 注，基本投注
单注奖金 19.30 万元，其中 28 注是追加
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11.58 万元，追
加投注二等奖单注总奖金高达 30.88 万
元。三等奖共开出 671 注，基本投注单
注奖金 5513 元，其中 420 注是追加投注
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3307 元，追加投注
三等奖单注总奖金8820 元。
当期四、五、六等奖等 3 个固定奖级，
共计有 290 万多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总
计送出派奖奖金1566 万多元。
在 17056 期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
奖池还呈现涨势，攀升到了 36.23 亿元。
本周六晚开奖的 17057 期，一等奖仍将
有 1000 万元的派送奖金，同时还有 6279
万多元的固定奖派奖金等着大家赢取，
提醒广大彩友记得追加投注。 （王伟）

竞彩周末重点赛事：三国联赛上演最终结局
本周末英超、德甲、西甲将上演赛季大结局。联赛进行到
这个阶段，悬念仍然不少，西甲冠军还没有产生，皇马要夺冠最
后一轮仍需保持不败；英超的曼城、利物浦、阿森纳还要为 3~5
名排名而战；德甲汉堡和沃尔夫斯堡将角逐最后一个直接保级
资格。
阿森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英超最后一轮悬念所剩不多，曼城（75 分、36 净胜球）、利
物浦（73 分、33 净胜球）、阿森纳（72 分、31 净胜球）的 3~5 名排
名之争是看点。曼城最后一轮客场打提前保级的沃特福德，利
物浦主场打提前降级的米德尔斯堡，基本没有失手的可能性，
阿森纳“争四”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枪手最后一轮
将在主场迎战埃弗顿，此前埃弗顿连续 7 个客场不胜，战意明
显不足。如果最终无缘前四，本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温格团队执
教阿森纳20年的告别之战，赛季最后一战理应争取一场大胜。
汉堡、狼堡争夺直接保级资格
德甲最后一轮，汉堡与沃尔夫斯堡将争夺一个直接保级资
格，目前沃尔夫斯堡领先汉堡 2 分，末战不败即可确定保级，双
方近 10 次交锋，沃尔夫斯堡 5 胜 5 平保持不败。沃尔夫斯堡整
个赛季伤病不断，严重影响了球队状态。好在国脚中锋戈麦斯

近期突然爆发，以 11 场 10 球的高亮表现拯救了球队。汉堡赛
季中曾击败过沙尔克04、莱比锡红牛、勒沃库森、门兴格拉德巴
赫等强队，但整体来看，缺少能够控球进攻的锋线核心人物。
对双方来说，输掉这场球并非世界末日，不论汉堡还是沃尔夫
斯堡，都有很大机会胜出。
西甲强队赢球悬念小
西甲最后一轮的主要看点首先是冠军争夺，皇家马德里客
场对阵马拉加只要不输球即可夺冠，而巴萨即使争冠无望，最
后一个主场仍会狂飙进球。此外，西甲最后三个欧罗巴联赛资
格也有一定悬念。由于国王杯已经被巴萨视为囊中之物，那么
西甲第五、六名将可直接晋级下赛季欧罗巴联赛小组赛，第七
名需要打外围赛。目前排在 5~7 名的比利亚雷亚尔、毕尔巴鄂
竞技、皇家社会最后座次将在最后一轮决定。
三支球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周日 22:45 同时开赛且都
是客场，皇家社会挑战塞尔塔，塞尔塔连续一周双赛，周中又死
磕皇马，周末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对付皇家社会；比利亚雷亚尔
挑战巴伦西亚，
“蝙蝠军团”赛季表现不佳，最后一个主场肯定
不会轻易放过对手；毕尔巴鄂竞技对阵马德里竞技，两者近 4
个赛季9次交锋，马竞以7胜2平占据绝对优势。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自行 绳小闪）5 月 17 日，记者进
入郏县冢头镇达理王村，远远就看
见水泥路两旁摆满了五颜六色的
“花盆”，走近一看，原来是废旧轮胎
被刷上漆，红的、蓝的、黄的，绿的，
轮胎颜色亮丽且好看。每个轮胎的
正 中 央 栽 种 上 桂 花、月 季 等 景 观
树。五彩斑斓的废旧轮胎成了美化
村容村貌的“宝贝疙瘩”，也是达理
王美丽乡村的“点睛之作”。
原来，今年三月，冢头镇镇政府
组织全镇支部书记外出“取经”，奔
赴汝州、襄县学习美丽乡村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参观回来后各村党支
部书记表态发言，也要把自己的村
庄来个大变样。
“干什么，谁来干，怎样干”成了
美丽乡村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达
理王村党支部书记高小五召集村
“两委”会确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思
路：达理王是远近闻名的桂花村，结
合产业特色决定大街小巷种植桂花

树，花开的季节，全村香气四溢，真
正是桂花飘香达理王。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好船配
好帆”，市场上卖的花盆大都是瓷
盆，价钱高且不结实，选购花盆成
了一个大难题。一位村干部突发
奇想，
“ 干脆咱们不走寻常路，彩绘
轮胎吧，轮胎丢弃堆在路边，扔在
院子里，影响了村容村貌。旧轮胎
派上大用场，时尚还环保。”创意一
出，全村行动，在筹建五彩轮胎过
程中，以捐献、低价购买的形式筹
集了 200 个废旧轮胎，并在轮胎上
进行彩绘，一个个废旧轮胎变成了
生态花盆，成为达理王村一道独具
特色的风景线，如今常有路人驻足
拍照。
镇党委书记鲁延锋说：
“冢头镇
自美丽乡村创建以来，坚持的原则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如今美丽乡
村建设，已经初见成效，涌现出一大
批精品村和示范村。”

正阳县供电公司：严查私拉乱 说过一声“谢谢”。针对这一现象，
接保障安全用电
日前，
郑州市杜庄小学举办了
“感恩
5 月 11 日，正阳县供电公司汝 父母”
主题班会。
（毛俊英）
南埠供电所对辖区私拉乱接电线
“亮剑论坛”
培育新型指挥人才
现象进行突击排查整治，拆除违章
“亮剑论坛”是防空兵学院创
线路，确保用电安全。
新人才培养方式的活动之一，活动
针对农村部分群众安全用电意 由学员自主参加、中队计划安排，
识淡薄，
存在私拉乱接的现象，
容易 于学期内每周五进行。活动中，学
造成安全用电隐患，正阳县供电公 员们发挥自身特长，有的挥毫洒
司组织人员走村入户，对违章用电 墨，讲解书法创作技巧；有的手把
家庭进行教育，对非法用电的客户 吉他，传授吉他弹唱技能；有的普
进行拆线处理，并要求接受相应的 及电脑常识，引领大家学习常用软
处罚；针对季节性用电设备和临时 件。通过举办“亮剑论坛”活动，提
电源多的特点，该公司还对用户用 升了学员们的综合能力。
电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针对农村
（林毅智 王宏德）
用电特点，他们对部分农村漏电保
斗智斗勇 “老赖”你不行！
护器、用电线路运行情况进行重点
4 月 17 日，原阳县法院执行干
检查，
现场排除用电故障，
为农民安 警果断出击，将一名转移财产躲避
全用电排忧解难。该公司还组织开 执行的“老赖”抓获，并启动刑事追
展安全用电服务，通过面对面的形 责程序。被执行人张某拖欠郑某借
式向农民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等 款4万余元，
判决后拒不履行义务，
安全用电知识，增强了农民的安全 整天东躲西藏。该院得到其在家的
用电意识，
引导安全用电，
并受到了 消息后，派出执行干警前往张某家
农民朋友的一致好评。 （田文生）
中进行抓捕，
将张某堵在被窝中，
并
郑州市杜庄小学举行读书演 在其身上搜出一把车钥匙，经排查
讲比赛
在张某亲戚家门口找到该车，遂依
5 月 15 日，郑州市杜庄小学举 法扣押车辆。（孙海洋 闫智峰）
行了以“师德 读书 文明 进步”为
延津县农发行召开“敢担当
主题的读书演讲比赛。比赛中参 转作风 争一流”学习讨论会
赛教师根据前期的读书感受并结
4 月 26 日，延津农发行召开
合自己工作中的感想，以充实的内 “敢担当 转作风 争一流”教育活动
容、真挚的感情、生动形象的语言， 学习讨论会。在会上，所有党员干
讲述了自己对师德的感悟。
部谈了对“敢转争”的认识和看法，
（张丽芳） 同时本着“从工作上找问题，从思
郑州市杜庄小学举办“感恩父 想上找原因”的原则，认真剖析思
母”主题班会
想根源，指出自己的不足。党员干
父母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太 部表示，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多的心血，
他们关注孩子的一切，
但 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
是如今的独生子女们对父母的了解 风，以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标准抓
却很少，孩子们甚至从没有向父母 好“敢转争”实践活动。（郭炳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