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访之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联办

鄢陵女孩患病获“帮忙”
我省节后生活必需品购销活跃 后续报道

2018年3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戴晓涵

3
农村版 电话∶0371-65795707 E－mail∶henanbangmang@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刘晓丽

漯河市召陵区有一起信访积案，信

访人担任村支书期间为公共事务大量举

债，而其卸任后这些债务因手续不完善

等原因无法让下任村委班子接手。于

是，信访人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账目混乱 埋下隐患

李某在1987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

召陵区召陵镇某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

间达16年之久。这期间，为改善村基础

条件，李某协调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

金支持，借资建教学楼、修公路，打深水

井及其他公益事业。在其努力下，村基

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也欠下了巨

额外债。

2008年年底，该村“两委”换届，李某

不再担任村支部书记。账目交接时，由

于新任村委会对其任职期间的账目存在

异议，造成账目一直没有交接，债权人多

次向李某讨要，令其不堪其扰，李某就不

断到各级各部门上访，并多次向国家、

省、市领导写信反映该问题。

反复沟通 化解很难

2005年，召陵镇审计站对该村债务

进行了审计，发现该村根本没有账本，大

部分都是收据票据和李某自己的白条，

村会计主任形同虚设，账目一直由李某

保存。2011年，漯河市委办公室责成召

陵区委成立了专门调查组。虽然对其账

目存有疑问，但是新一届村“两委”还是

表示愿意接受双方认可、真实可信的欠

条。这时的李某坚决不愿意与新一届村

“两委”班子面对面协商，致使问题无法

得到根本解决。

为了解决信访人生活困难问题，召

陵镇政府2011年专门为李某申请特殊

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资金2万多元，李某签

订了息诉承诺书。2014年由于李某妻子

长期有病，召陵镇政府又为其妻子申请

办理了农村低保。但是迫于还债压力，

李某仍然不断上访、写信。

多方协调 迎刃而解

2017年，召陵区信访局联系了河南

电视台《百姓信访》栏目，栏目组对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并组织

召陵区信访局及镇村有关人员召开协调

会，就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进行协商。在

协调会上，现场通过电话咨询了栏目组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详细分析了李某做

法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

议。协调会综合各方意见，决定通过审

计的方式由村里对其提出的合理债务予

以交接。

经过一系列的协调咨询，李某觉得

协调会提出的解决方案让人信服，同时

也清晰认识到其任职期间提交的有些账

目确实不应该由村里承担，同意通过审

计对其任职期间的债务进行交接。李某

现场表态以后绝不再因此事上访，至此，

一起持续多年的村级债务信访问题得以

化解。

此案中，李某担任村支书期间，确实

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但是他在任期间

的账目管理极不规范，导致了债务交接

难题。面对类似这种疑难信访问题，我

们要认真对待不激化、宣传法规不走样、

协商解决不糊弄，这样我们就能化被动

为主动，为化解难题创造更加有利的条

件。疑难信访问题的化解，还要适应纠

纷的多元性，切实转变化解理念。工作

中不仅要依靠人民调解等社会资源，更

要依靠司法手段；不仅要理顺社会矛盾，

也要释放群众情绪，既要合理合法，也要

入情入理。

“宋记者吗？我是鄢陵张小丽呀，我

女儿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你们单位的

地址在哪？我想给你们送一面锦旗。”

“不用，不用，不用……”

2月24日上午，记者接到一个电话，

是鄢陵县陶城乡代张村三组村民张小丽

打来的。接通后，他向记者要单位的详

细地址，想来送锦旗表示感谢，记者连声

谢绝。

2017年10月，记者接到张小丽求

助电话。他在电话中称，女儿今年十八

岁，是河南省交通职业学院大一学生，刚

开学军训期间，感觉身体不适，请假到河

南省人民医院检查，查出来骨髓异常综

合征合并粒细胞瘤感染。家里去年盖新

房，花费21万，其中有13万都是借亲戚

和乡亲的，女儿得病又借了3.8万。网上

募捐和乡亲捐款5万，孩子目前病情稳

定，就等骨髓移植，可后续的手术费和医

疗费还得40万元，想把房子卖掉或者抵

押，可没人要。希望通过河南日报农村

版帮忙呼吁，能有好心人伸出援手。接

到求助后，本报分别于当月24日和30

日在微信公众号和报纸上刊发张小丽的

求助信息，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在社会

各界的帮助下，张小丽已经筹到了女儿

治疗所需款项30多万元。

春节前夕的2月8日晚上9点多，张

小丽就给记者发来微信，告诉记者这个

好消息，对好心人表示感谢。他说，40

多万元的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已筹到

30多万元，准备年后做移植手术。

春节过后，我省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价

格走势如何？3月5日，记者从省商务厅

了解到，2月份，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

源充足、购销活跃，价格稳中有涨。粮食、

禽蛋、蔬菜、水产品、水果、食糖和奶制品

价格上涨，桶装食用油、猪肉和食盐价格

回落。

粮油价格涨跌互异。2月份，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上涨0.94%；桶装食

用油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97%。其

中小包装大米、小包装面粉分别上涨

0.89%、0.66%；大豆油、花生油分别下跌

1.37%、1.1%。目前，我省粮油市场供给

充足，价格波动幅度不大，预计后期我省

粮油价格将保持平稳态势。

猪肉价格小幅下跌。2月份，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59%。其中

鲜猪肉、精瘦肉分别下跌0.95%、0.14%。

专家估测：春节期间生猪集中出栏，宰杀

量增多，市场供给充足，价格小幅下降，预

计后期我省猪肉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弱势

运行。

禽蛋价格小幅上涨。2月份，全省

白条鸡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上涨2.63%，

鸡蛋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上涨1%，由于

2月份气温较低，蛋鸡产蛋率下降，市

场供应减少，加上冬季利于鸡蛋保存，

部分养殖户惜售，助推价格上涨，随着

学校陆续开学，团体性采购增加，预计

后期我省禽蛋价格仍有继续上涨的可

能。

蔬菜价格涨幅扩大。2月份全省蔬

菜批发均价较前1月上涨16.88%。其中

叶类蔬菜中的生菜、圆白菜分别上涨

17.42%、12.82%；瓜果类蔬菜中的茄子、

冬瓜分别上涨40.72%、35.08%。受持续

低温天气影响，蔬菜采摘、运输、存储等成

本较高，春节期间市场需求明显，促进了

菜价上涨，预计后期我省蔬菜价格上涨空

间有限。

水产品价格涨幅明显。2月份，全省

水产品批发均价较前1月上涨3.44%。

其中淡水鱼中的草鱼、鲫鱼上涨10.98%、

6.04%；海水鱼中的小带鱼、小黄花鱼上

涨9.28%、6.52%。受春节水产品居民消

费需求增加的影响，助推水产品价格上

涨，预计后期我省水产品价格将呈小幅波

动态势。

水果批发价延续涨势。2月份，全

省 水 果 批 发 均 价 较 前 1 月 上 涨

11.22%。春节是水果消费旺季，市场消

费增加，加上南方水果调运成本增加，

拉动价格上涨，预计后期我省水果价格

将在现有价位震荡运行。

“今年俺种的西红柿品种是‘中盛’。

现在气温回升，俺温棚里的西红柿已经开

始成熟了，就是来采购的商贩太少，卖不

动。”近日，汝南县古塔街道果园村蔬菜专

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郭刚面对滞销的西

红柿发了愁。

不单是汝南县城南郊，在温棚连片的

县城西北部菜农也有同样的感受。走进

汝南县万亩温棚示范区，一座座温棚错落

有致，温棚内热气袭人，碧绿的秧苗上，上

部未成熟的西红柿温润如碧玉，下部成熟

的果实颜色正红，散发出香甜气息。

“俺前年建的新温棚，投资了近10万

元，去年西红柿价格高，现在这个季节，1

斤卖2.8元左右，并且供不应求。今年虽

然经历了2场大雪，但俺管理得好，对西

红柿影响不大，春节前就已经上市了，就

是价钱低，1斤才6角钱，根本顾不住本

钱。”十里铺社区居民苗红丽说。

在通往汝南县万亩温棚示范区的道

路上，前来收购西红柿的商贩车辆寥寥无

几。“今年我们种的西红柿色泽红艳，酸甜

可口，庄上的乡亲都说好，就是来采购的

人太少了，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能与我们联

系前来收购，别让好产品白白浪费了。我

的联系电话是15893953278。”汝南县十

里铺村干部王力期待地说。(王付云)

我省高等职业院校单招已经启动，

近日，记者接到新乡辉县张伟等农村地

区的考生电话：从就业角度出发，想学习

与农业有关的专业，询问相关学校和招

生详情。

记者通过多方打探，了解到河南农

业职业学院设有畜牧兽医、园林技术等

专业，农学及其他各类专业选择面广。

2018年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单独考试招

生计划3000人，招生对象为已取得参加

2018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

考试资格（含参加中职生“对口升学”报

名和社会青年高考报名）的文科、理科、

对口考生。

有意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河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服务平台”）单招

志愿填报系统内报考。在规定时间内在

该校单招志愿系统确认志愿填报，完善

考生志愿信息。填报志愿时间：2018年

3月20日9时至23日18时。

未被该校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仍

可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合理合法厘债务 入情入理服人心
——漯河市召陵区化解村级债务信访积案

□本报记者杨青 □本报记者宋广军

汝南县十里铺

千亩西红柿上市
待客商采购

单招未被录取考生仍可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田明

2月26日，光山县孙铁铺镇龙台村卧龙腾飞合作社社员正在花菇基地生产花菇菌

棒。合作社为15户贫困户种植花菇免费提供花菇菌苗、户均年种植花菇收入可达到1.2

万元，实现贫困农户当年脱贫走上致富路。谢万柏摄

□本报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陆玉霞宋华礼

帮您销售

3月5日上午，由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民政厅、河南广播电
视台共同发起，河南省福彩中心、河南信息广播联合开展的“万
朵鲜花送雷锋”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将连续报道省
内“活雷锋志愿者”感人的事迹，传承弘扬雷锋精神，并为他们送

上朵朵鲜花，以此致敬。
现场致辞中，省福彩中心副主任李广云表示，雷锋精神是传

统美德的一种积淀，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精神。
雷锋那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
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的螺丝钉精神；那种舍己
为人，助人为乐的精神等，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践行。此次活
动，通过媒体报道，向学雷锋志愿者送去鲜花，表达敬意，以此呼
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传承弘扬雷锋精神；不仅体现了福利
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也是助力着福彩公益
精神的传递。

启动仪式还邀请了陈骋等20名常年坚持助人为乐的“活雷
锋志愿者”，以及“的士雷锋车队”志愿者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
感人故事，并为他们送去鲜花表达敬意。据悉，在接下来一个月
中，活动将继续挖掘宣传“活雷锋志愿者”，为他们送去鲜花和敬
意，共同营造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社会氛围，号召更多人弘扬
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福彩助力，“万朵鲜花”
致敬河南“活雷锋”

3月4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8024
期开奖，红球号码为11、19、22、26、31、
32，蓝球号码为02，头奖开出9注，单注奖
金为748万元。

据统计，这9注头奖分落6地，其中，
河南焦作彩民揽入 1 注，出自焦作

41088102福彩投注站，为一张单式两注
票，仅投注4元便收获奖金748万元。这
也是今年春节彩票开市后，河南彩民收获
的首注双色球头奖，再现大奖福地。

二等奖开出81注，单注金额34万多
元，河南彩民收获其中的3注。当期红球

号码大小比为5∶1；三区比为1∶2∶3；奇偶
比为3∶3。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26；
两枚隔码19、22；两枚斜连号11、22；一组
二连号31、32；两组同尾号11、31和22、
32。

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4.36
亿多元，3月6日，第2018025期开奖，彩
民朋友仍有机会两元中得1000万元。

节后迎好运，焦作彩民揽入双色球头奖

3月5日上午，三门峡市福彩中心在
大鹏酒店召开福彩“22选5”游戏派奖及
快3游戏培训会，全市200多家投注站业
主、销售员及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了
会议。

市福彩中心特邀国家一级彩票培训

师宋建忠老师授课，讲述了22选5派奖的
特点、营销方式、选号技巧，随后又传授了
快3游戏的选号技巧。宋老师不但是一
名优秀的福彩培训师，还是一位出色的福
彩投注站业主，在会场现身说法，情景再
现了投注站日常销售中如何留住彩民，如

何与彩民沟通，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彩民等
实操性很强的销售技巧。宋老师的培训
内容贴近福彩投注站的日常工作、接地
气、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促进了福彩22选5游戏大派奖活动
的开展。 （海峰）

三门峡市福彩中心召开“22选5”游戏派奖及快3游戏培训会

3月5日晚，河南福彩“22选5”200万
元大派奖活动首期，第2018057期开出头
奖12注，且平分10万元头奖派奖金，单注
奖金21206元，喜迎“开门红”。目前，派
奖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

同时，收获“好运二”、“好运三”、“好
运四”的幸运彩民，平分对应的2万元、5
万元、3万元派奖金，当期奖金分别为45
元，286元，2296元，相比派奖前的固定奖

金23元、154元、1463元，几乎实现了翻
倍，实实在在地回馈了彩民。

据了解，此次是河南福彩2018年开
展的首次派奖活动，于3月5日开始，3月
14日结束，连续派送10期，每期派送20
万元，共派送200万元。其中，头等奖每
期加入10万元，“好运二”每期加入2万
元，“好运三”每期加入5万元，“好运四”每
期加入3万元。派奖期间，中奖彩民除按

正常比例获取奖金外，还能均分对应奖项
所加入的派奖奖金。若当期头奖未中出，
则派奖奖金滚入下期头等奖奖池，直到全
部中出为止。

福彩“22选5”是河南省独具特色的地
方游戏，深受彩民推崇，彩民只需从1~22
个号码中选出5个，即可投注；此外，“好运
二”、“好运三”、“好运四”奖项，只需选出2、
3、4个号码，即可投注，且所有奖项号码均
不按位置和顺序。“盘小好抓球，中奖更容
易”，赶紧行动收获更多好运吧。（张琛星）

03“22选5”派奖：首期头奖12注，好运彩奖金翻倍

世界杯倒计时100天
竞彩开售冠军、冠亚军竞猜

周三003 水原三星VS上海申花
比赛时间：2018.03.07 18:00
竞彩推荐：胜、平 比分：2-0、0-0
水原三星前两轮亚冠小组赛客胜悉尼

FC、主负鹿岛鹿角，球队过去亚冠主场对
阵中超球队5胜3平保持不败，其中就包括
两次击败上海申花。上海申花新赛季前4
场正式比赛3平1负未尝胜绩，其中前两轮
亚冠小组赛先后战平了鹿岛鹿角和悉尼
FC，球队最近11个亚冠客场4平7负，其
中做客韩国3战皆败。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中超BIG4在本届亚冠联赛中的首场败
仗很有可能就发生在上海申花的身上。

周三012 上海上港VS蔚山现代
比赛时间：2018-03-07 20:00
竞彩推荐：胜 比分：1-0、2-0
亚冠小组赛前两轮，中超四强取得了

3胜5平的不败战绩，其中上海上港是唯一

取得两连胜的球队，上个比赛日主场4比1
轻取墨尔本胜利之后，上港已经将自己的
亚冠主场不败纪录扩大到了15场，在最新
的亚冠夺冠赔率中，上海上港也以1赔
5.00高居第一。在上周六的首轮中超联赛
中，上海上港主场8比0狂虐升班马大连一
方，打破了中超联赛的单场最大分差纪录，
并刷新了队史的最大比分赢球纪录。

周三013 曼彻斯特城VS巴塞尔
比赛时间：2018-03-08 03:45
竞彩推荐：胜 比分：3-0、2-0
5天之内杯赛和联赛双杀阿森纳之

后，曼城又在上周末主场1比0击退切尔
西，继续联赛中保持巨大的领先优势。巴
塞尔上周末瑞士杯做客0比2输给年轻
人，三条战线遭遇三连败，而且一球未进
净丢8球；首回合曼城做客4比0大胜，以
双方的实力差距，此回合俨然只是走个过

场，瓜迪奥拉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让部分
主力得到轮休，以应对接下来的联赛冲
刺，不过，鉴于他们主场的超强威力，即使
让步较大，让球主胜依旧可以作为首选。

周三014 托特纳姆热刺VS尤文图斯
比赛时间：2018-03-08 03:45
竞彩推荐：胜/负 比分：2-1、0-1
热刺上周末主场2比0轻取哈德斯菲

尔德，取得联赛三连胜后，也趁机拉大了对
身后的切尔西的领先优势，同时，这也是他
们近12个主场中的第11场胜利。凭借迪
巴拉第93分钟完成的绝杀，尤文图斯上周
末做客1比0险胜拉齐奥，将与领头羊那不
勒斯的差距缩小到1分，而且他们还有少
赛一轮的优势，迪巴拉的射门也是他们全
场唯一打正球门的射门。首回合2比2的
比分对尤文显然更加不利，但欧冠大战经
验他们更丰富，竞彩建议考虑分胜负。

告别了2月的冬奥冰雪盛宴，3月体坛
马上进入世界杯的节奏。昨天，2018俄罗
斯世界杯迎来了“倒计时100天”，为了让
广大球迷和购彩者提前上场感受世界杯的
热烈氛围，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于即日
起开售本届世界杯赛的冠军竞猜、冠亚军
竞猜玩法，提前为广大购彩者开通参与世
界杯的渠道，同时也为2018年的“竞彩普
及日”活动增加了新的亮点。

竞彩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自2012年
起实现常规化发行，重大国际足篮球赛事
皆会列入竞猜范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自
然是不会错过。

冠军竞猜游戏，即竞猜本届世界杯冠
军队伍。根据世界杯决赛阶段32支队伍，
玩法共设置32个结果选项，购彩者可选择
相应的球队进行投注，所有选项均设置固定
奖金。本届世界杯32强中，德国、巴西、法

国、西班牙、阿根廷无疑是五大热门，传统强
队英格兰、葡萄牙同样不可低估。竞猜世界
杯冠军时不仅要看球星阵容，还要兼顾到赛
程、士气、战术体系等多方面因素。

冠亚军竞猜游戏，即不分顺序竞猜本
届世界杯冠亚军队伍，也就是猜哪两支球
队最终进入决赛。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赛
制，32强中的任意两支球队都有可能同时
进决赛，理论上有496种组合，为了方便购
彩者投注，冠亚军竞猜设置50个选项，德
国、巴西、阿根廷、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英
格兰等强队配伍组成49个固定选项，如果
购彩者预测的决赛队伍在这49个选项之
外，可以选择“其他”项，50个选项均设置
固定奖金。

3月6日起，广大购彩者可登录竞彩网
（www.sporttery.cn）或赴全国10万家
竞彩销售网点查询相关信息。

世界杯决赛圈三十二强谁能突出重围
杀入决赛？谁又能最终举起大力神杯？是
集足球天赋和实战经验于一身的巴西、德
国、阿根廷？还是洋溢着青春与才华的法
国、比利时？抑或是焕发新生的西班牙、英
格兰？虽然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100天，
但关于冠军的归属，相信很多球迷心中已
经有了自己答案。

翻看历史，世界杯决赛从来不是黑马的
舞台，近12届决赛席位都被巴西、阿根廷、意
大利、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7支强队所包
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传统强队显然更值得
信任。无论是理性分析，还是灵感闪现，抑或
仅凭直觉，只要找到合适的理由，球迷朋友就
应保持自信，敏锐捕捉时机及时出手。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世界杯年”让我
们一起期待足球盛宴的到来，让竞猜游戏
的快乐成为我们践行公益事业的力量。

周三竞彩强档：上海双雄亚冠两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