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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负责人：
镇政府也有难处，很多情况下

只是起个协调作用

关于于镇镇后城村生态养殖沼气项目为
何不能正常使用等问题，该镇党委书记汪瑞
轩向记者讲述了该项目的来龙去脉。他说：

“这个项目原是市环保局 2013 年两河两湖治
理项目。当时立项、招标时我都不清楚。直
到有一天我被市领导及县领导召去开会时，
才得知这个项目已经立了项，并且要求必须
建成，否则将对县镇负责人问责。而事实上
（该项目）却进展不下去，因为沼气项目本应
与村里的养殖场配套建设，但因养殖场与社
区只有一路之隔，不符合住建部门的相关规
定。而建设沼气项目需要挖几个 3 米多深的
水池，又不符合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

一方面不符合规定，一方面上级领导要
求必须建成，怎么办呢？汪瑞轩告诉记者：

“镇政府也有难处，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起个
协调作用，后来，经市、县、镇、社区与养殖场
负责人霍志强协调，社区出 68 万元搬迁补偿
费，此款待养殖场搬迁后再支付。霍志强同
意将现有的养殖场搬迁至新址，也就是离现
在的养殖场 500 多米的村口桥头处，可沼气项
目建成后，虽说搬迁补偿款已基本到位，但养
殖场又因各种理由至今没有搬迁。”

养殖场负责人：
搬迁赔偿款一直不到位，没法搬

见到记者时，养殖场负责人霍志强另有
说辞。他说，他的养殖场是 2008 年建成投入
使用的，占地 11 亩，有合法的土地、环评等手
续 ，养 有 种 猪 120 多 头 ，年 出 栏 2000 多 头 。
2012 年，与他的养殖场只有一路之隔的镇政
府新规划的社区却林立而起。2013 年政府环
保部门提出生态零排放，他申请的与养殖场

配套建设的沼气项目，却因离社区太近不能
建设。“镇政府和县政府让我将现有的养殖场
搬迁至新址，也就是现在建设沼气项目处。
经评估我的养殖场是 68 万余元，政府同意付
款。我也于 2014 年初把种猪全都卖了，可赔
偿款一直不到位。直到 2014 年 6 月份我儿子
出车祸，我才以救命钱为由要回 30 万元，后来
政府陆陆续续地给我共有 50 多万元。”霍志强
说，“等到猪圈的猪卖完时，我才听朋友说上
次的评估中有缺项不准确。在我的要求下，
镇政府又委托另一家评估公司，这次的评估
结果是 160 多万元。现在，我的猪场和沼气项
目用地，我都掏着租金却干不成活，这可怎么
办呀？”

县环保局负责人：
该沼气项目已通过验收

记者随后致电杞县环保局副局长李磊
（音）。他说，于镇镇后城村的沼气项目建成
后已通过专家验收。“作为养殖场的配套设
施，沼气项目离养殖场有一公里，这符合规定
吗？是怎么验收的呢？”面对记者的提问，他
说：“项目建成后，环保局依据河南省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进行验
收，当时养殖场同意搬迁，沼气项目才建在新
址上，养殖场搬迁后已建成的沼气项目就能
发挥作用治理污染了，可养殖场一直不搬迁，
我们也没办法。”

本应作为养殖场的配套环保项目，为何
养殖场还未搬迁，而配套的沼气池项目政府
却投资建成，且已通过专家验收？验收标准
是什么？建设目的又是什么呢？面对记者的
追问，李副局长说：“业务这一块我不负责，是
我们局的郭局长负责的。”记者拨通郭局长的
电话后却始终无人应答。

政府投 60 余万元建成的惠民工程——沼
气项目，现已成为臭水池。它的未来将何去
何从？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政府投资60余万元

生态养殖沼气项目却成了臭水池
□记者 黄丽/文图

“黑妞”有了户口
“拿到户口本两个星期了，家人还像做梦一

样，不敢相信我们‘黑妞’有户口了，真心感谢
您！”5月 8日，新乡市民朱某受长辈委托，来到
新乡市公安局南桥分局丹阳户籍室，将一面精
心制作的写有“为民排忧，替民解难”字样的锦
旗送到了户籍民警刘伟的手中（如图）。

刘伟说，其实这事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
大事，没想到老百姓这么放心上。他回忆道，那
是 2 月中旬的一天，前来办理户籍业务的群众
特别多，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到户籍室咨询孙
女入户的问题。“你孙女多大了？有没有出生医
学证明？”“你好，能不能先把我的业务办好，我
还有事急着走呢！”刘伟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老
人孙女的具体情况就被一旁的群众催促着赶紧
办理他的事儿，刘伟顺手递给了老人一张“名
片”。

“喂，你好刘警官！我孙女已经10岁了，入
户口需要什么材料啊。”“你好，我这会儿正在
忙，稍后给你回电话！”当天 16时 20分许，老人
刚拨通刘伟的电话，还没有说几句又被正在办
事的群众打断了通话……

刘伟说，这是户籍民警经常遇到的情况，老
百姓来了，不管多晚，不把最后一名来办理户籍
业务的群众送走，不可能下班。有时候一坐四
五个小时离不开凳子，下班后延长半个小时也

是常有的事。
当日 19 时，整理完材料准备下班时，刘伟

想起了那位老人，赶紧给老人回拨了电话。这
一聊就是 30 多分钟，刘伟集中精力，从老人的
表述中慢慢听明白了缘由。

原来，老人的儿子、儿媳大脑都不同程度受
过刺激，老伴几年前已经离开，孙女是她唯一的
希望，但因为没有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自己又
不识字，到村委、社区跑了几十次也没有一个结
果。现在孙女已经10岁了，还是“黑户”，上学、
生活处处举步维艰，她希望刘伟帮其孙女解决
入户问题。

得知情况后，刘伟利用休息时间，先到老人
居住的社区、几十年的老邻居家中及小女孩的
学校了解了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并为其开具委
托书，委托权威机构做亲子鉴定，协调社区民警
走访调查，开具相关证明。

两个月的时间里，刘伟心里一直惦记着老
人的事儿，经常下班后为其准备相关材料，一直
到最后将户口本送到老人手中。刘伟始终如一
的态度、真心实意的帮助感动了老人。这不，她
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委托亲戚送到刘伟手
中。

（赵爱伟/文张培全/图）

交警官方微信
推出年审提醒业务

本报讯（记者杨勇）昨日，记
者从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五大队
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让
群众避免因疏忽造成车辆逾期未
年审、驾驶证逾期未换证，郑州市
公安局交巡警五大队在原有微信
公众平台功能的基础上推出年审
提醒业务，驾驶员只要关注五大
队官方微信，绑定个人驾驶证和
车辆信息，微信平台就会在换证、
审车截止日期前90日、60日、30
日以微信形式分三次提醒驾驶
员。 （线索提供李颖）

近日，记者接到读者反映材料称，开
封市杞县政府投资60余万元建成的生态
养殖沼气项目，自2013年初建成以来一直
没有投入使用，如今变成了臭水池。据了
解，农村沼气工程项目是国家为了缓解农
村能源供需矛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生
活条件而实行的惠民工程。从2003年起，
国家把农村沼气列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六个工程”之一，并且中央财政在逐年
加大对农村沼气工程项目的投资规模。
然而在杞县，已经建成的沼气工程项目为
何迟迟不投入使用呢？近日，记者驱车来
到了位于该县于镇镇后城村项目现场了
解情况。

记者来到位于后城村村口桥头的生
态养殖沼气项目处时，桥头上闲聊的村民
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你看这建的是啥
呀？”“听说是政府投资了的环保项目，花
了60多万呢。”“可都建的啥呀？这都成臭
水池了也没人管。”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
看到，5个深约3米的水池底部存有暗青色
污水，其中两个池中已经破烂的沼气袋泡
在水池里，上面落有树叶等杂物。

深夜翻窗入室
“蜘蛛贼”作案近20起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
员 刘国保）近期，郑州长兴路
警方破获了涉案近20起的系列
入室盗窃案件，这些案件均由
一名“蜘蛛贼”所为。

今年2月6日下午，张先生
回到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
路的家中后，发现室内的物品
被翻得很乱。他当即意识到被
盗了，急忙清点，发现 1 万元现
金、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
机被窃，损失约1.7万元。

2 月 19 日，家住郑州市惠
济区兴隆铺路的王先生报警，
有人夜里从窗户钻进其家里，
偷走了价值3000多元的笔记本
电脑一台、价值 7000 元的三枚
戒指、价值 2000 元左右的纪念
币等。

3 月 30 日，惠济区宏达路
一家属院内两户居民发现家中
财物被盗……

连续发生入室盗窃案件，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倍感
责任重大，责令案件侦办大队
全力侦查。侦查民警结合全市
其他案件，对辖区所有入室盗
窃案件梳理研判，并借助视频
监控，研究嫌疑人作案特点。
经过不懈努力，民警通过相关
证据，确定以上案件系一人所
为，并对此系列案件进行串并
案侦查。

侦查方向确定后，民警很
快锁定嫌疑人员的身份。此人
为四川凉山人阿某，曾因盗窃
被多次打击处理过。民警前往
阿某在郑州老鸦陈村的落脚点
抓捕时，其已不知去向。此后，
民警在全国范围内对阿某展开
通缉。

4月底，准备潜回老家的阿
某在成都被铁路公安民警抓
获。接到消息后，长兴路分局
民警前往成都将阿某押解回郑
州。

在民警讯问下，阿某供认
了在郑州惠济区、金水区多个
小区盗窃近 20 起的犯罪事实。
据了解，阿某擅长攀爬，一般选
择凌晨时段，通过下水管道、底
层窗户的防盗网向上攀爬，通
过未锁紧的窗户潜入室内行
窃。

目前，长兴路公安分局已
将阿某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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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水池
漂满杂物，两个已
经破烂的沼气袋
泡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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