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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客运让村民出行更方便
□本报记者 戴晓涵

农村宅基地
“一户多宅”如何确权？

节后鸡蛋水产品价格
将回调整理

水稻金黄迎丰收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9月27日，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青年农民赵平和妻子吴影正在抢收水稻，沉浸在丰收喜悦之中。2012年，

赵平夫妻二人毅然返乡创业发展优良品种水稻种植，创办了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青春合作社，种植优良品种水稻3023亩，直接带动

256户村民每年参加合作社分红利。谢万柏摄

如今，农民的短距离出行有了更多

选择，其中，农村客运还是最适合广大农

民的出行方式，不过目前有的地方依然

没通客车，还有地方的客运站点离村子

太远。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建制村通客车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提出，各地要创新农村客运

运营组织模式，力争通过实施各项举措来

推进建制村通客车，保障广大农民群众

“行有所乘”。农村客运会建成什么样？

未来农民在村里怎么乘坐客车？

开通农村客运班线

农村客运班线是指县内或者毗邻县

间至少有一端在乡村的客运班线。《通知》

要求，开通农村客运班线的，应当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依照便民原则，在距村委

会2公里以内科学合理设置停靠站点。

公交线路“区域经营”

《通知》中还提出了“区域经营”的运

营组织模式，是以相邻几个乡镇为片区，

打破单独以乡镇为单位开通镇村公交线

路的模式，考虑医院、学校、邮局、银行、工

业区、集贸市场等客流密集点，将城市、城

乡、镇村的三级客运网络进行衔接。打破

行政区域的界限，方便村民乘车出行。

多种方式解决村民出行难

河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周志将科

长向记者介绍说，在咱们河南，很多地方的

村民已经享受到了不同的出行方式。在郑

州，159、275路公交车线路延长，终点站迁

到牛庄公交站，惠及7个村庄超过2万多

名群众，将“城市公交延伸”，连通了城乡。

以前，村民进城都要到5公里外的站点乘

车，这两条公交线路不仅方便了村民出行，

还能带动周边几个村的旅游业发展。

潢川县实施村村通客车工程，新增

37条农村客运线路，覆盖全县272个建制

村，每天运营164个班次，保障农民群众

便利出行；不论远近，乘车1元钱，提供城

乡均等化公共服务，既解决了农村群众的

出行问题，又拉动了农家乐等产业发展。

预约一下，从家出发。针对偏远农村

地区出行难问题，我省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推出农村客运定制服务。农民群众可以

通过电话、网络、手机APP等形式预约出

行，农村客车按时提供上门服务。

近几年，我省农村公路得到不断建

设，公路路网结构明显，农村客运和城乡

交通一体化格局逐步推进，未来村民出行

会越来越方便。

在农村，宅基地的确权问题一直是

个难题。近日，家住信阳新县的李先生

找到本报记者，讲出了他的困扰。

李先生是家中独子，早些年为了结

婚，父母在村里为他盖了一处新房，父母

生前在村里有一处旧房，前不久父母因

病去世，旧房因此闲置下来。现村委会

以旧村改造为由，要收回其父母房屋所

占的宅基地。李先生认为，那是父母的

遗产，村委会无权收回。李先生想知道

自己的做法合法吗？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刘

天华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

的规定，我国农村坚持“一户一宅”的原

则，多出来的宅基地按规定是要被村集

体收回。宅基地是村集体所有，使用权

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地上房屋作为农户

的私产是可以继承的，房屋是农民个人

所有，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宅基地使

用权通过房屋继承，可以转移给新的所

有人。因继承农房占有宅基地而形成的

“一户多宅”，可以进行确权。

除此之外，这些情况下的“一户多宅”

也是合法的，村集体和村委会不能强行收

回宅基地：1.宅基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进行的买卖；2.一户村民在本村有两处以

上宅基地，但是加起来的面积总和没有超

过本地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标准；3.新建房

屋占用的宅基地符合相关规划，经本村农

民集体同意并公告无异议的，可按规定补

办有关用地手续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

未分开居住的，实际使用的宅基地没有超

过分户后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也可

依法按照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

确山县公司：加强秋收期间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

9月14日，笔者从国网确山县供
电公司获悉，该公司组织员工走村串
户、深入田间地头，积极宣传安全使用
农机知识和科学用电常识，确保秋收
期不发生电力设施损毁事件。

秋收时节，为提高作业效率，越来越
多的农民客户选择使用收割机。然而，
由于收割机操作不当而导致田间输、配
电线路、设备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

确山县公司按属地管理的要求，
落实输、配电线路、设备分工管理的责
任，形成电力设施保护的立体防护网
络。加大辖区内输、配电线路、设备巡
视的力度，对各类危及其安全的行为，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早处
理。利用横幅、标语、宣传单等形式提
高广大农民客户、收割机驾驶员的安
全意识。（张继成)

泌阳县四季香菇张湾萝卜入选年度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增补项目

日前，笔者从泌阳县工商质监局获
悉，继泌阳黄金梨、泌阳火炬松、夏南牛
养殖及产业化3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项目创建成功后，四季香菇、张湾
萝卜又成功列入2018年度省级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增补项目。 (张世晓）

林州市监察到基层覆盖无“真空”
林州市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

察组通过积极开展监察权向镇级延伸
工作，将进一步加强市纪委监委与派
驻纪检监察组、派出监察室、乡镇纪委
的工作联系，形成纵横联动工作机制，
有效提升监督合力，确保派驻监督不

留空白、没有死角。（鲍柏仲 王力）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积极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积极开展“金融

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主题宣
传活动。该行根据本次宣传主题统一
制作了活动横幅、宣传折页，为来往行
人分发金融知识宣传手册，讲解金融知
识。重点针对老年人、农民、务工人员
等低净值人群，热心讲解与生活密切相
关的金融安全知识，增强了低净值人群
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树
立了农发行良好的社会形象。（韩冰）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加强廉政教育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五举措加强廉

政教育。一是组织学习倡廉书籍，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
基础。二是行长讲廉政党课，常敲廉
政警钟。三是在网页开辟廉政学习园
地、警示录等栏目，利用短信平台发送
廉政短信，提醒教育广大干部职工。
四是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结合典型
案例，警示教育活动。五是开展廉政
谈心活动，沟通交流思想，提高干部职
工的廉政意识。(吴王伟 李炳贤)

日前，为大力宣传“担当、诚信、专

业、创新、稳健、绩效”的新时代全球一流

银行核心价值观，中国银行信阳分行举

办了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核心价值观宣

讲会。分行领导、全行经理以上干部、县

支行及部分城区支行全体员工共300余

人参加了宣讲会。

本次宣讲邀请到总行企业文化讲师

团讲师、开封分行纪委书记蔡卫汉同志

来行讲授，蔡书记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

积淀，从中国银行百年行史谈起，重点讲

述了中国银行发展史中的三个重要事件

和三个重要人物，生动诠释了担当、诚

信、专业、创新、稳健、绩效的新时代全球

一流银行核心价值观丰富内涵，为全行

员工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通过宣讲，全行员工进一步增强了

对中国银行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认

同感与自豪感，增加了对百年中行品牌

与市场地位的自信，纷纷表示要在今后

的工作中积极践行“担当、诚信、专业、创

新、稳健、绩效”的新时代全球一流核心

价值观，为实现信阳分行更好、更快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徐付友）

记者跑腿

□本报记者焦莫寒

信阳中行举办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核心价值观宣讲会

10月8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九月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运行

平稳，价格稳中有涨。监测显示，粮油、猪

肉、禽蛋价格上涨，水产品价格回落，食盐

价格持平。

粮油价格小幅波动。九月全省粮食零

售均价为5.15/公斤，较前一月上涨0.19%；

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47元/升，较前

一月上涨0.37%。其中粳米和小包装大

米分别上涨1.33%和0.19%。目前全省粮

食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期粮

价仍将以稳为主。天气转凉，桶装食用油

需求量有所增加，预计后期食用油价格将

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猪肉、牛肉、羊肉价格略有上扬。9月

全省猪肉零售均价为25.93元/公斤，较前

一月上涨0.74%。受中秋节和国庆节影

响，肉类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涨。加之天

气转凉，肉类消费回升，预计后期肉类价

格仍有小幅上涨的可能。

鸡蛋价格高位运行。九月全省白条鸡

零售均价为11.88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

2.33%；鸡蛋零售均价为9.44元/公斤，较

前一月上涨5.95%。天气逐渐转凉，蛋鸡

产蛋率增加，加之中秋结束，需求量减少，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进入回调整理中。

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九月全省水产

品批发均价为18.91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跌1.82%。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仍有小

幅回落的空间。

□本报记者 杨青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0月4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8116
期开奖，在头奖爆出44注的同时，二等奖
也送出320注，让不少彩民收获了好运。
其中，河南彩民揽入24注二等奖，全国排
名第二，可谓惊喜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郑州市经八路纬
一路附近的41010191“吉祥”投注站中出
两注二等奖，为一张“10+2”复式票，24人
合买所中，加上其他奖项，共揽奖金11万

多元。
10月8日上午，该投注站业主李军代

表“合买团”前来领奖，讲述中奖过程。据
李军介绍，他们合买有很长时间了，平时
由他负责选号，每期大概3张复式票，其
中两张是每期选的新号码，另外1张为守
号投注。“完全是彩民的信任，成员们一直
坚持，把选号的重任交给我，作为服务者，
我必须全身心的服务彩民。”

当期如往常一样，众人进行了合买投
注，开奖后，微信群里便沸腾了起来，相互
庆祝。“时常都会有收获，不过这次有点遗
憾，差点就中大奖了。”李军说，合买的另
外一张，命中了蓝号，如果两者一结合，就
中头奖了，“这就是缘分吧，我相信早晚都
会来的。”随后，李军把兑奖的单据拍照发
到了群里，第一时间与众人再次分享幸运
时刻。 （张琛星）

合买投注，“吉祥”投注站再揽双色球好运

坚持直选倍投 喜获3D大奖
今年，焦作福彩彩市可以说是活力十

足，继一幸运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
6000万元大奖后。日前，焦作彩民继续
发威，果断选择50倍倍投，喜获3D奖金5
万余元，中出大奖的投注站是位于博爱县
泗沟村的福彩41580387号投注站。

据了解，中奖彩民是一位老彩民，已
经有多年的彩龄了，尤其对“3D”“22选5”

情有独钟。每次闲来无事，他就会到福彩
投注站研究号码走势，只要看中一组号
码，都是以直选倍投的方式购买。“每次他
购买彩票，都要在走势图前研究好久，然
后自己选号组合。”业主肖先生回忆到，

“这次他选中的号码开始我还不太看好，
再三跟他确认是否就要这组号码，他立场
非常坚定，只是说了一句：‘就它了，打，50

倍。’结果，还真中了大奖。”据肖先生介
绍，这位中奖彩民之前也中过不少奖，“在
我这里买彩票的彩民中，他算得上是中奖
频率最高的一位了，不少彩民都称他为高
手。”肖先生说。

兑奖后，中奖彩民表示，购买福利彩
票在娱乐身心的同时还可以奉献爱心，帮
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对自己而
言购彩已经是自己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娱
乐活动，今后将会继续支持福利彩票，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焦作福彩张斌）

买“壕7”，真豪气！
安阳彩民中出“壕7”40万元大奖

国庆佳节前夕，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
派喜庆热闹的景象。安阳市汤阴县的彩
民王先生（化名）也凑了回热闹，9月29
日，他购买的福利彩票刮刮乐“壕7”喜中
40万元大奖，真是令人羡慕。

王先生一直是福彩的老彩民，平时购
买 快 开 型 彩 票 居 多 。 这 次 他 来 到
41550354号投注站后，看到许多彩民在
玩刮刮乐，觉得挺有意思的，便花10元钱

购买了一张“壕7”。没想到一刮就中了小
奖，随即他把奖金兑换成“壕7”继续刮。
直到刮到第五张彩票，王先生以为中的还
是小奖，但细心的投注站业主却发现王先
生刮出的是40万元奖金，并随即提醒了
王先生。好运就这样从天而降，前来市福
彩中心兑奖的王先生高兴得合不拢嘴，表
示会一直支持福利彩票，也期待自己再次
中大奖。

41550354号投注站是安阳市汤阴县
即开型福利彩票中心站，彩民为业主诚信
经营提醒彩民中奖的高尚行为点赞！

福利彩票新上市“壕7”即开票面值
10元，共有两种玩法，最高奖金40万元。
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
号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
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
果刮出 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
所对应奖金的7倍。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3个
相同的图符，即可获得该游戏右方所对应
的奖金。 （安阳 崔琰）

体彩大乐透惊爆6注头奖！10月8日，大乐透第18118期

开奖，全国送出6注头奖，分落北京、江苏、浙江、四川和云南。

北京中出两注，其中有1注为追加投注，不仅中得基本投注单注

奖金736万元，还多得追加奖金441万元，追加后单注头奖奖

金达到1178万元。而江苏、浙江、四川和云南的4位头奖得主

均未采用追加投注，仅中得单注基本头奖奖金736万元。当期

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小幅下降至64.85亿元。当期全国共销

售2.11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7614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4、05、14、21、34”，后区开出号码

“06、09”。前区大小比2∶3，奇偶比2∶3，各号段均有号码开

出。其中“04、05”是一组小连号，“04、14、34”三个号码为同尾

号。大冷号“05”在遗漏25期后终于亮相；“14、21”仅间隔一期

再次携手开出。后区开出“06、09”一小一大的偶奇组合。

当期，全国送出6注头奖，分落北京、江苏、浙江、四川和云

南。其中北京中出的两注头奖，1注出自通州，中奖彩票为一张

15元5注追加单式票，不仅获得单注基本头奖736万元，还多

得奖金441万元，追加后单注头奖奖金达1178万元。另1注头

奖出自石景山，由于未进行追加投注，仅中得基本头奖奖金736

万元。

江苏中出的1注头奖，出自南京，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2胆

16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票，投注金额1120元，该票不仅中

得头奖1注，还中得三等奖39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

752万元。

四川中出的1注头奖出自成都，浙江中出的1注头奖出自

嘉兴，两张中奖彩票均为10元5注单式票，分别命中1注736

万元头奖。

云南中出的1注736万元头奖出自玉溪，中奖彩票是一张

2元单式票。

当期，二等奖开出43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15.6万元，

其中1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9.3万元。三等奖开出

995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2820元，其中297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692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小幅下降，将有64.85亿元奖池

金额滚入10月10日（本周三）第18119期开奖。两元可中

1000万元，3元可中1600万元，买大乐透别忘追加，也许下一

个千万得主就是你。 （王延锋）

大乐透6注头奖分落5地
奖池金额64.85亿元

欢乐国庆节，郑西购彩者再中大乐透二等奖
目前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

西区分中心开展的“体彩大乐透，双节有

好礼”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除四等奖

奖品发放完毕，其余奖级活动礼品均有结

余。

10月8日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一位

来自巩义的购彩者张先生（化名）早早来

到郑州西区分中心兑奖室兑取体彩大乐

透二等奖。

10月6日这天，张先生和朋友外出游

玩期间路过一家体育彩票销售网点，今天

刚好是体彩大乐透开奖日，一直有购彩习

惯的张先生随即进去买了一张60元的体

彩大乐透胆拖票，希望能借助节日的欢乐

气氛博得大奖。当晚大乐透开奖揭晓，前

区五个号码全部命中，遗憾的是后区选错

误了一个号码，开出的是03+08，与674.7

万元一等奖失之交臂，遗憾地中取的二等

奖，同时也中取了郑州西区分中心开展的

“体彩大乐透，双节有好礼”活动的联想电

脑一台，也算是为他们此次中奖锦上添

花。

此次体彩大乐透活动自2018年9月

24日（18112期）至2018年 10月 20日

（18123期）截止共12期。

活动期间，凡在郑州西区所辖网点购

买体彩大乐透（多期票及补打票不参加）：

1.单期、单票中得二等奖可获赠笔记

本电脑一台，共5台；

2.单期、单票中得三等奖可获赠智能

视频音响一台，共20台；

3.单期、单票中得四等奖可获赠榨汁

机一台，共100台。

单张彩票只可兑换一份礼品，不可兼

中兼得，各项奖级送完为止，如时间未到，

礼品送完则活动提前结束。（刘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