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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留安 通讯员 王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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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媒体对我省一彩民获
.)2

亿巨
奖一事的不断炒作$ 使各地彩票市场日趋红
火$形成了一股%彩票热&'而如今因(彩票热&

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已成为社会经济生
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购买彩票直接影响了家庭生活' 据
笔者调查$ 购买彩票的人群一般都是收入较
低的工薪阶层)个体户)退休老人或农民$而机
关工作人员只占极小的比例' 在尉氏县洧川
镇的一些村$购买彩票的人群主要以中)低收
入居民为主$约占被调查者的

256

以上' 村民
刘某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而他却把在外
地打工辛苦挣来的钱买成了彩票$ 结果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 致使他在购买农用物资时资

金紧张'

二是少数人的赌博心理强烈'据了解$多
数彩民能抱着碰碰运气或奉献一份爱心的平
和心态去购买彩票' 但也有少数人以一种赌
博的心态$一次性投入成百上千元购买彩票'

前段时间$ 一位姓赵的彩民怀着一夜暴富的
心态去买彩票$ 本来夫妻俩靠做小买卖维持
生计$家庭经济并不十分宽裕$由于没摆正心
态$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把家里的上万元积蓄
花得精光'

三是(博彩综合征&在少数彩民身上出现'

有一姓宋的彩民在出外干活时叮嘱家人买两注
彩票$并把想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可宋某的
家人没有把买彩票的事放在心上' 当宋某坐在

电视机前得知二等奖号码与自己先前写的号码
相同时$ 便得意忘形' 可当他得知家人忘购买
时$随即就对老婆孩子大打出手$并摔坏屋内家
具进行发泄' 他看着别人拿走了

75

万元巨奖后
悔不已$最后导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发行彩票$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
筹集社会资金)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体育事
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彩票是把双刃剑$

有利亦有弊' 对彩票发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
问题$ 各级政府和彩票发行部门应当予以重
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在此$

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引导和监管$ 使彩票业更加
规范有序地发展'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出台一

部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约束$ 新闻媒体应当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对中大奖者的宣传应
适当把握$不可过度炒作'

二是科学和理性对待彩票市场存在的风
险' 如何去对待彩票市场存在的风险$建议彩
票发行工作人员提醒那些缺乏理性的购买
者$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彩票上不可有
太多的投入$要量入为出$量力而为'

三是有关部门要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打击
力度'彩票每次开出的大奖号码变化莫测$基
本没有规律可循'因此$对那些充斥着唯心主
义的信息资料$文化)出版等部门应该予以取
缔$更不能让一些封建迷信行为出现$以保障
彩票业的健康发展'

违规建筑应该自行拆除和改正

商水县练集镇宋某问#有这么一处违规建筑$它未按照批准
项目建设$当地主管部门发现后$建筑商立即自行拆除'请问$对
此有怎样的处罚*

省住建厅答#依据+城乡规划法,规定$未经批准建设或未
按照批准内容建设$被发现后能够自行拆除和改正的$属特别
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罚款 -未经批准 $处于基础状态的临时建
设$或违反批准内容建设$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进行改正的$

属轻微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拆除$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56

以
下的罚款-未经批准$临时建设处于建设状态$或违反批准内容
进行建设$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进行改正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
超过批准期限

.

个月不拆除的$属一般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拆
除$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56

以上
/56

以下的罚款- 未经批
准$临时建设处于竣工状态$或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
限

2

个月不拆除的$违反批准内容建设$拒不进行改正的$属严
重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拆除$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56

以上
4

倍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应报送竣工验收资料

巩义市回锅镇张某问#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未
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该如何处罚*

省住建厅答#依据+城乡规划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后

2

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
资料$但能够说明理由$并承诺在

47

日之内主动补报的$属特别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罚款-在规定期限内$补报资料不符合要求
的$属轻微违法行为$责令限期补报$处

4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超过补报期限又不说明理由的$属一般违法行为$责令限
期补报$处

1

万元以上
.

万元以下罚款-超过补报期限拒不补报
的$属严重违法行为$责令限期补报$处

.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
罚款'

上报虚假水质报表可罚款
$

万

郑州市金水区方某问# 城市供水单位未制定城市供水水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将受怎样的处罚*

省住建厅答#依据+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城市供水单位
未制定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城市供水单位未按规
定上报水质报表的或上报的水质报表不完整的$ 属轻微违法行
为$处

7555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供水单位未上报水质
报表$并造成一定后果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处

4

万元以上
4)7

万
元以下的罚款-城市供水单位上报虚假水质报表$并造成严重后
果的$属严重违法行为$处

4)7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丢弃垃圾污染环境最高罚
&

万

洛阳市西工区何某问#垃圾车在运送垃圾的过程中$经常从
车上洒落下来一些垃圾$ 污染了城市环境' 请问$ 对此有何处
罚*

省住建厅答#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规定$从事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有沿途
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

5)7

立方米以下的$属特别轻微违法行为$处以
7555

元至
4

万元的
罚款-

5)7

至
4

立方米的$属轻微违法行为$处以
4

万元至
1

万元
的罚款-

4

至
1

立方米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处以
1

万元至
.

万
元的罚款-

1

至
.

立方米的$ 属严重违法行为$ 处以
.

万元至
8

万元的罚款-

8

立方米及以上的$ 属特别严重违法行为$ 处以
8

万元至
7

万元的罚款'

未按规定修建城市道路受处罚

灵宝市阳平镇郭某问#在修建城市道路时$未按照设计图纸
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行为$将受到怎样的处罚*

省住建厅答#+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

4)

未取得设计) 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
计)施工任务的-

1)

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
工的-

.)

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经责令改正
后能在限期内改正$未造成后果的$属轻微违法行为$可处以

4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改正后不能在限期内改正$造成一定影
响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处以

4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
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属严重违法行为$处以

1

万元以上
.

万元以下的罚款$提请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破坏城市绿地活动最高罚
'

万

栾川县城关镇陈某问# 在绿地旁边设置垃圾堆场的行为会
有怎样的处罚*

省住建厅答#+城市绿线管理办法,规定$在城市绿地范围内
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
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 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拦河截溪坝长度

45

米以下的)取
土采石

75

立方米以下的)堆放垃圾
45

立方米以下的)排放污水
45

立方米以下的$属轻微违法行为$处
4

万元的罚款-在城市绿
地范围内拦河截溪坝长度

45

至
15

米的)取土采石
75

至
455

立
方米的)堆放垃圾

45

至
15

立方米的)排放污水
45

至
15

立方米
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处

4

万元至
1

万元的罚款-在城市绿地范
围内拦河截溪坝长度

15

至
.5

米以上的) 取土采石
455

至
475

立方米以上的)堆放垃圾
15

至
.5

立方米以上的)排放污水
15

至
.5

立方米以上的$属严重违法行为$处
1

万元至
.

万元的罚
款'

城市桥梁不得擅自增加辅助物

开封县陈留镇刘某问#擅自在城市桥梁上做广告的行为$该
如何处罚*

省住建厅答#+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规定$单
位或者个人擅自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管线) 设置广告等辅助
物的$由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经责令
限期改正$能积极主动改正的$属轻微违法行为$可处

4555

元以
上

7555

元以下的罚款-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造成经济损
失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处

7555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属严重违法行为$处

4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期资料来源#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近年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向农

村蔓延的趋势有所增加#有的人打着新农

村建设的旗号! 有的人披着经济技术开

发"生态开发的外衣!但相同的是!这些人

都有上级政府的红头文件!执行起来毫不

手软$ 有人形象地比喻农民有三怕%怕敛

钱!怕强迫!怕折腾$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但没有促进农村

发展!甚至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因此!

农村广泛存在'上面热&下面冷(和'干部

干&群众看(的现象#更有甚者为此引发了

人身伤害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严重挫伤了

农民的积极性#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在农村愈演愈

烈!其根源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农民

的需要和当地实际情况! 不惜劳民伤财!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政

绩#同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没有从农民

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出发!引起了农民的强

烈反感和抱怨# 尊重农民意愿!以农民为

主体也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 要刹住农村政绩工程这股歪

风!首先就要改变过去'长官意志(&'行政

命令(等司空见惯的现象!扭转长期存在

的畸形'政绩观(# 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

农民在建设中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决策

权#也只有将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到具体

工作的方方面面!让实事求是的作风充分

体现!各种形式的农村政绩工程才会'寿

终正寝(#

近日$驻马店市开发区关王庙乡何庄
村酒流村民组石大豆家的院子里$刚刚从
地里收回来的玉米棒堆成了小山'石大豆
的老伴儿)儿媳与一些来帮忙的乡邻忙碌
在这金色的谷堆旁$一辆大型拖拉机在来
回跑着$不停地把田里收割下来的玉米棒
运到院子里'

石大豆是个孤儿$与共和国同岁' 因
为父母走得早$他自小便跟着出嫁了的姐
姐一起生活'

42

岁那年$他中学毕业回乡
务农'当时的公社成立了畜牧配种站$因上
过学$有文化$所以他在公社里谋得一份工
作'有一次他出去学习$第一次见到了正在
进行弹花作业的立式柴油机$ 当场他就看
得入了迷'回到站里$他给大家津津有味地
讲这台机器的威力$ 并憧憬着将来也要买
一台' 那时$一台这样的机器要几百元$对
于工资微薄的他只能是个梦想'但是$没想
到不久他就实现夙愿$使用上了柴油机'

在公社工作了一两年$畜牧配种站解
散了$ 从各大队征集的牲口被退了回去'

石大豆所在的大队把退回来的牲口卖掉$

买了一台立式柴油机'大队专门派石大豆
使用这台机器$喜出望外的石大豆把全部
精力都花费在这台机器上'

石大豆天天精心为机器抹擦$不让它
沾染一点儿灰尘$并研究它的每个部件的
原理和构造'另一个公社的一个开过柴油
机车的师傅成了他的老师

9

他还买来相关
的书籍悉心钻研'

一次$石大豆去遂平县城办事
9

在县
新华书店看中一本农机书$但身上带的钱
不够' 他马上转身往家赶$拿够钱就又返
回县城'到县城时$书店已经关门$他就跑
到书店后院去找值班人员$最终买到了那
本农机书' 由于经常和柴油机打交道$久
而久之$他成了柴油机的精通者$柴油机
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能够迎刃而解'

爱钻研的石大豆没事就琢磨改进有
关的加工机械'他能用两台不同马力的柴
油机带动一个转轴$能用一台柴油机带动
三个皮带轮$能把脚踩弹花机改进成机械
化的

9

他成了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小能人'

当地职业高中上农机课$教师还带着学生
到他这里来专门实地学习'

0,/:

年 $大队买了一台长春 %

:+

0拖
拉机$

:*

岁的石大豆经过刻苦学习成了
神气的拖拉机手' 有了拖拉机$ 犁地)打
场)翻地都很方便'

*

年后$大队又买了台
东方红%

78

0链式拖拉机$石大豆驾驶着它
兴致勃勃地耕耘在家乡的原野上'他不但
能开拖拉机还能修理$十里八乡的拖拉机
手都来向他请教'遂平县农机局召开座谈
会$他还被邀给大家讲课'

上世纪
+-

年代$ 当地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

**

岁的石大豆和
8

家邻居凑钱
买了一台带犁的江西%

:/

0拖拉机$成了全
乡第一个农机专业户

9

当年就在农忙时挣
了

+--

多元钱' 次年$石大豆又添了一个
车斗$不光农忙时能耕地$农闲时还能跑

运输'他用挣来的钱为妻子买了一台缝纫
机$那是他家除了拖拉机之外最值钱的家
当了'此时$石大豆已经通过考试$成为农
业机械助理工程师'每年遂平县农机局检
验车时$都聘请他去当把关技术员'

;,,-

年$遂平县农机局还推荐他去洛阳工学院
专门学习油泵修理技术'

;,,:

年$关王庙乡成立了拖拉机站$

石大豆在站里担任业务站长' 不久$在站
里招包时$他承包了两台拖拉机'两年后$

他自己买了一台天津%

77

0拖拉机和一台
悬挂式播种机开始单干$很快成为远近闻
名的农机户'

;,,+

年 $石大豆惊讶地发现 $山东 )

河北等地的联合收割机来他们那里跨区作
业'看到人家的收割机割麦子不但速度快$

而且直接脱粒出籽$石大豆心动了$他在两
个儿子的支持下买了一台背负式联合收割
机'那机器割麦子真叫快$一个小时就割了
.

亩地$当年石大豆就收回了成本'

:---

年$ 国家开始实行农机补贴政
策'石大豆两个儿子一人买了一台联合收
割机$成了走南闯北的%麦客0$每年都能
挣个七八万元'他们家里没添置过别的大
型家用器具$收割机却换了

.

次'

在当地$石大豆是第一个实现农机致
富梦想的人'他那开阔的大院子里停放着
各式农机$那里面有政府奖励他的一台价
值

;;

万元的玉米联合收割机' 这些农机
是石大豆的梦想$也是他最上心的家当'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要到了'生活在都市里的老
人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慰问和社会各界的关心$而生
活在农村的一些留守老人却成了被遗忘的群体'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青壮
年劳力外出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留守在家的老
人也与日俱增'这些留守老人多数体弱多病$而且负
担很重$他们既要照顾家里的小孩儿$看家护院$又
要忙地里的庄稼$很少有空闲的时间'繁重的体力劳
动和琐碎的家务活儿$让留守老人难撑难熬$苦不堪
言' 孤单)寂寞和疾病常常困扰着他们$重阳节几乎
与他们无缘'笔者曾连续询问过

:-

多位农村留守老
人$ 他们绝大多数不知道有这个老人节$ 个别知道
的$也不清楚这个节日到底是干什么的'

农村留守老人是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是社会不
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党中央历来关注民生$体恤
民情$注重民声$尽最大努力让全国的老人们%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0'尤其是城里$对%九九0重阳节特别
重视$政府部门不仅组织人员探望慰问老人$还为老
人专门安排外出旅游和文艺演唱等活动$ 使老人们
高高兴兴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而农村留守老人
只能望节兴叹$无能为力'

因此$笔者建议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要坚持以
人为本$关注民生$对农村留守老人多份关爱$组织
他们过好快乐的重阳节' 同时劝告那些在外打工的
农民朋友$也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老人$不仅要从物
质上满足老人的需要$还要从精神上多关心老人'至
于那些一时请不了假的农民朋友$ 也要给家里的老
人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或给老人买些节日纪念品寄
回去$好让老人得到温暖的慰藉'

扶沟县国土局 张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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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邓州市建

房市场出现混乱局面 !

开发商未批乱建& 批少

建多等现象泛滥! 有的

甚至明目张胆地侵占他

人宅基!导致上访不断#

古城办事处大西关

村五组村民闫某擅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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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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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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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规划

局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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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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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的土地使用面积

扩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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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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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商品房!公然扩

大土地使用面积! 改变土

地用途!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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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强行动工$

此事引起了同村村

民的反对! 当日即派代

表到市政府上访! 到市

纠风督导检查办公室反

映情况! 相关部门责令

规划局处理$ 但至今!不

但制止未果! 违规者反

而加大施工力度! 现已

建成地下室和一层楼房

)如图/' 张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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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来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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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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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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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者离开汝州市临汝镇进入
汝阳县大安工业园区时$ 远远看见该园区所辖的几
个村庄的农田里浓烟滚滚'记者停车察看了一下$在
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农田里就有两处被点燃的玉米秸
秆冒着浓烟$尤其是一处着火点就紧临公路$火势蔓
延

4--

多米$秸秆燃起的烟雾遮住了整条公路$过往
车辆不得不减速慢行'

夏收)秋收禁烧$我省大部分县区)大部分乡村
做得都很好' 可在汝阳县大安工业园区所辖村庄的
公路两旁$记者没有看到有人值班巡逻的禁烧点$即
使是在附近麦播的农民也没有人过来掩土灭火$任
由大火越烧越旺$烟雾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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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远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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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期以来$ 由于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的管理教
育$导致部分留守儿童沉迷网吧$最终走上犯罪的
道路'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教育应成为社会共同
关注的重点'

首先$ 政府要建立关爱留守儿童的长效机制'

建议政府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每年拨发一定资
金用于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在教
育成长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并要经常组织有关单
位深入学校开展关爱活动'

其次$学校要积极落实教育监管)心理疏通等
措施' 目前$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在大多数学校没有
引起重视$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 建议学校建立留
守儿童管理档案$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学习)家庭等
状况进行收集记录' 对留守儿童中的%问题儿童0$

教师应重点教育监管$ 帮助他们疏通心理障碍$弥
补家庭亲情缺失$为他们营造家的氛围'同时$公安
机关要加大对城乡网吧监管力度$规范网吧经营市
场$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等场所$为留守儿童营
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浚县人民法院 王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