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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社会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严肃查处在饲料生产"畜牧养殖过程中非法销

售和使用#瘦肉精$的违法行为!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特设立违法案件举报奖励资金
!"

万元!对举报人予以奖励%奖金奖励完为止&'

一$举报对象及行为

河南省辖区内饲料生产企业"畜牧养殖场%户&非法销售"使用(瘦肉精$的违法行为'

二$举报形式及要求

举报人以书面材料"电话或其他形式向省畜牧局举报' 举报人在举报时!应提供被举报对象的名称"地

址%或违法事件发生地&"违法行为等基本违法事实!并提供本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

三$案件处理程序

案件受理人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予以受理"登记!并上报局领导审核!按程序立案并组织查处!经查

实的案件!按奖励标准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经办单位和经办人员对举报人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透露举报人的姓名及个人资料' 对举报奖励人

员的有关资料查验核实后!应密封加印存档!未经批准!不得调阅'

四$奖励标准

举报河南省辖区内饲料生产企业"畜牧养殖场%户&销售和使用(瘦肉精$案件被查实的!对举报人奖励

现金
#"""

元'

举报河南省辖区内饲料生产企业"畜牧养殖场%户&销售和使用(瘦肉精$案件被查实!并在现场查获

(瘦肉精$违禁药品的!对举报人奖励现金
$"""

元'

五$奖金发放办法

省畜牧局在举报事实确认后
!"

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受奖励的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之日起
$"

日内到省畜牧局领取奖金' 逾期未领取的!视同自动放弃'

举报同一违法行为只奖励一次!但举报案件被查处后!违法单位再次发生违法行为的!公众可以继续

举报并再次获得奖励' 对两人以上%含两人&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由联名者代表统一领取奖金' 同一违法

行为!被不同举报人举报的!只奖励第一举报人!第一举报人顺序以省畜牧局受理的时间先后为准'

六$举报电话及通信地址

单位)河南省畜牧局饲料处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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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的一天!面对记者!卫辉市唐庄镇党

委书记吴金印依然心直口快' 其实!他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

年来!他带领唐庄百姓!使

这个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如今丰衣足食远近

闻名的(明星乡镇$'

记者在该镇政府见到了吴金印! 他仍是一

顶半旧土绿单帽!一双黑布鞋!数十年不变的装

束却使他风采不减' 说起唐庄镇未来的建设!他

滔滔不绝!眼睛里闪着亮光!言语中透露着自信

和对未来的憧憬'

从健壮小伙儿到花甲老人! 吴金印在农村基

层岗位待了
&"

多年!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挚

爱的土地' (我为我的一生感到骄傲' $吴金印说!

(看着乡亲们吃饱饭!住好屋!我心里真是高兴' $

&给农民办事咱心里踏实'

吴金印
!%&#

年生于穷苦家庭!

!(

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 他印象中童年从未吃过饱饭!最艰苦

的时候家人曾经用树叶果腹!这些经历练就了吴

金印吃苦耐劳的性格' 后来接受教育!成为一名

党员干部!吴金印始终把感恩之心和责任感铭记

在心' 他
!%'%

年
!"

月参加工作!

#*

岁走上乡镇

主要领导岗位!当了
$*

年的乡镇党委书记'

吴金印常常扪心自问! 我们的百姓生活得

好吗, 我们还有哪些没有做到,

唐庄镇情况特殊! 辖区地貌多样! 西为山

区!东是平原!南多洼地!北系丘陵'

!%()

年刚调

到唐庄镇当镇党委书记时! 他到后沟村发救济

粮'正好碰到一户人家要背井离乡'两口箱子就

是全家全部的家当!一家三代
'

口人抹泪!跪拜

祖先!拜别乡人!(我们是实在没办法才走的啊!

如果顿顿能喝碗稀饭!我们也不会离开家乡' $

大人孩子的哭声震荡山谷!也刺痛了吴金

印的心'

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定不

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吴金印暗下决心'

其实!吴金印有许多机会离开(乡村

干部$这个舞台到市里任职'但是!农民出

身的他觉得 (有些乡亲们还没有脱离贫

困!自己对农村还有责任!怎么能只顾自

己的前途呢$' 于是!他多次向上级写信!

要求在基层继续为乡亲们服务' (给农民

办事咱心里踏实' $吴金印笑着说'

&农民不富(我心不安'

(农民不富!我心不安$这句话常常挂

在吴金印的嘴边' 吴金印说!要发展!不能蛮干'

唐庄西部有山!就靠山吃山!在石头上做文章-

东部地处平原!土质好且交通便利!利于发展大

棚蔬菜-北部丘陵干旱地薄!适宜种植耐旱的林

果树木-南部低洼地带适宜发展粮食和养殖业'

吴金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出了 (西抓石头东抓

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

道做文章$的发展策略!充分利用当地情况!科

学发展'

(过一沟又一沟!沟沟都是石头' $在西部唐

庄后沟的石头山里!不长粮也不长果!村民们辈

辈靠着救济过日子!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吴金

印通过调查发现! 村民是 (坐在摇钱树下没钱

花!守着金山要饭吃$' 山区里的石头是优良的

建筑材料!可以制成石砟!剩余材料还可以加工

成石灰' 吴金印带领群众修好了通往山下的路

后!通往富裕的大门敞开了'

镇里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农民建厂! 宣布建

一个石砟厂!奖励一台价值
&

万多元的碎石机'

沉寂的荒山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短时间内就建

起近百个石砟厂! 数百辆运输车来回奔波在山

间!载出去的是石砟!带回来的是票子' 村民富

了!家家住上了新楼房!户户有存款'

村民生活好了!但是吴金印渐渐发现!天不蓝

了!水也不清了!呼吸不畅快了'原来!石砟厂污染

太严重!加工制作时由于没有环保措施!粉尘漫天

飞!致使附近村民吃饭都要捂着碗!否则碗里就会

浮上一层土'在国道两旁种植的桃树也遭了殃!变

成了泥桃!销路受到影响!果农收入下滑'

吴金印心里着急)(如果发展以牺牲掉青山

绿水为代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发展要着

重长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

当机立断!关闭石砟厂' 这下子!一石激起

千层浪' 有质疑的)(当初是政府带头的!政策又

有支持!怎么说关就关, $有说吴金印傻的)(现

成的钱不赚!怎么这么傻, $

吴金印胸有成竹!要发展!只能科学发展'

关闭小石砟厂! 可以建立年产
!

万吨以上的大

型封闭式石砟厂!并且对石砟厂重新设址'

#""'

年! 镇政府开始采取多项优惠措施促使小石砟

厂关闭'如今!原来的
!""

多家石砟厂只剩下
!#

家!但产值却由过去的
("""

多万元增长到如今

的
$

亿多元'

由于正确的发展思路!唐庄人富起来了!农

民争先恐后地盖新房' 一方面缺少规划!易形成

(空心村$-另一方面设计不合理!常常是(爷爷

盖了父亲拆!父亲盖了儿子拆$!总之是既浪费

金钱!又浪费土地'

吴金印常说)(普天下啥最珍贵, 土地最珍

贵' 万物土里出!人靠土地养活!土地是农民的

.铁饭碗 /! 一定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土

地' $通过和群众商量!请专家(会诊$!吴金印带

领的镇领导班子决定带领群众建乡村别墅'

(唐庄镇的别墅都是.五统一/!即统一规划+

统一面积+统一朝向+统一台阶+统一高度!群众

和干部一个样'$镇干部向记者介绍说'每套别墅

造价
*

万元左右! 其中镇政府给予两万元补助'

如今!当地农民家的别墅里装修齐全!现代化家

电+家具样样都有!唐庄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扎根农村是我无悔的选择'

如今的唐庄镇俨然一个小城镇' 银利达彩

有限公司+春江水泥厂等几十家企业蒸蒸日上!

厂区内上万名员工在忙碌-

#(

座石灰窑热浪滚

滚!机器轰鸣-绿色大棚里采摘的蔬菜走进千家

万户! 万亩桃园内果农不用出园就能将桃子卖

到全国各地00

村民们(离土不离

乡$! 在家门口的工厂

上班!闲时可以在家里

的健身器械上活动活

动筋骨!到文化中心参

加文娱活动!或者参加

技术培训00生活丰

富多彩的村民脸上的

笑容是吴金印最大的

安慰'

百姓心中有杆秤!

吴金印做的事情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唐庄

人都知道!吴金印一年到头待的最多的地方是老

百姓的田间地头' 他们也知道!

#""!

年!在带领

群众治山治水+修池修路的时候!吴金印曾经多

次累倒在工地上'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凤翅山

攻坚阶段!吴金印吃住在工地!一天发现自己不

仅下腹疼痛而且尿血!他私下里咨询了自己当医

生的妹妹才得知! 自己很可能患上了恶性肾囊

肿!但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吴金印把镇领导班

子成员集合在一起说)(我到北京跑招商的事情!

你们在家把工作安排好' $为了不惊动乡亲!他凌

晨
#

点坐火车离开唐庄镇! 仅由妹妹和儿子陪

同!到北京做了肾切除手术!然后休息十几天又

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工地'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

吴金印当时去做手术这件事'

出于对吴金印为首的党员干部由衷的感激

和爱戴!乡亲们一致要为吴金印立碑!最初是立

在水库边上!上写(我们的好书记吴金印$' 吴金

印得知情况后!拿着小石头把石碑上的(吴$字

敲掉!群众发现后!还以为有人故意破坏石碑!

就群情激奋地表示要惩罚(破坏者$'

吴金印知道后赶紧做群众的工作)(给乡亲

们办事是应该的!你们要给我立碑!这是不合适

的' $但朴实的群众不愿意了)(吃水不能忘了挖

井人!我们立碑是要让后代忆苦思甜!让他们知

道有吴书记才有我们的今天' $ 吴金印百般劝

解!最后终于说服群众把碑拆掉'

但老百姓真挚的情感如何表达, 最后!当地

百姓以大山为碑!把(吴金印$三个字刻在了山

上!山就是碑!碑就是山!雨淋不掉!风刮不走!

想拆也拆不了!让大山作证'

(老百姓最通情达理! 你和他们心贴心!为

他们干实事!他们就拥护你+支持你' $吴金印动

情地说!(扎根农村是我无悔的选择' $

! ! ! !

一顶半旧土绿单帽!一双黑布鞋!数十年不变的装束!却使他风采不减"从健壮小伙儿到花甲老人!他在农村基层岗
位待了

!"

多年#他说!$老百姓养鸡为下蛋!养狗为看门!养我们干部为啥%如果我们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连鸡狗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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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孙丽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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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吴金印(左)与农民兄弟情同手足

(上接第一版)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满腔

热情地关心广大库区移民! 千方百计地解决库区移民的

困难!为他们倾注一片爱心!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

第二!要用心' 搬迁安置是库区移民安置工作中非常

重要的一步!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搬迁出来的库区移民真正

扎下根来' 如果只是移民搬了出来而没有扎下根来!那就

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就要求党委政府多花心思+

多下功夫!想广大移民所想+急广大移民所急!积极主动地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把解决好移民的

生产生活问题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不仅要建设好移

民新区!使大家有新的房子住!更要谋划好产业发展!使大

家有新的事业干!真正把根扎下来' 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

况!想方设法创造有利条件!移民愿意种田的就通过土地

流转等多种方式为他们解决好耕地!移民希望开展养殖的

就尽快教给他们技术!移民乐意进城务工的就加强组织引

导和职业培训!确保大家都有活干+都有钱挣'

第三!要细心' 广大移民刚到一个新地方!无论是在

思想上+情绪上+生产生活上还是与当地群众的融合上!

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

部一定要细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帮助他们解除思想上

的困惑困扰-细心做好生活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上的燃眉之急-细心做好沟通交流工作!帮助他们尽快融

入当地社会'要坚持不懈地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实做细!做

到广大移民的心坎里!切不能热乎一阵子+冷清一辈子!

使移民高兴一阵子+窝心一辈子'

第四!要有责任心' 库区移民安置绝不是这里迁出+

那里迁入如此简单! 在安置过程中要把困难估计得更足

一些!把问题考虑得更细致一些!本着对群众极端负责的

态度!把移民安置工作负责到底'像唐河县开展领导干部

与移民群众结亲的办法就值得推广' 要结亲! 就要结到

底!负责到底!确保移民群众扎下根来+融入当地社会+尽

快富裕起来'还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推进当地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使乡村面貌有进一步的改变'

徐光春特别指出!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移民安置

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经验要很好坚持! 教训要深刻汲

取'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过去的一些好

做法好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已经行不通了' 我们要解放思

想!创新移民安置工作的办法和措施!积极探索将移民安

置工作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 与产业集聚区发展结合

起来的新路子!只要有利于移民生产生活+能够确保移民

扎下根来!什么样的办法+措施和路子都可以大胆尝试'

徐光春拉着侯明惠老人的手动情地说)(老人家!请

你放一百个心!你们的生产生活问题!党委政府一定会管

的!而且一定会管到底' $侯明惠老人激动地说)(说实话

原来我们还真是担心!但现在看各级领导这么关心我们!

我们真的放心了!将来日子会越过越开心' $在场的移民

群众笑着!自发地鼓起掌来'

临行前! 徐光春殷殷叮嘱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王

树山等人!前期南水北调河南段各项工作进展很顺利!大

家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下一步一定要把工作考虑得更

细一些!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尽全力把这项复杂而艰巨

的光荣任务完成好' 他还希望王文华等村干部要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指导下! 认真谋划! 尽快理出新的发展思路

来!带领移民群众尽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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