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修电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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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现在正是小麦灌溉

时期" 大家在巡视农业电力设施

时"一定要认真"发现缺陷"及时

消除#同时"还要向群众多讲一点

安全用电知识# $昨天上午"在滑

县枣村乡汤营村检查农业变压器

时" 该乡供电所所长李杰向随行

的线路工作人员强调#

据了解"为支持农业生产"确

保春灌安全用电"连日来"滑县电

业管理公司结合春季安全检查"

精心安排"早下手"早准备"对变

电站设备进行预防性试验" 并对

全县农业用电低压线路% 台区进

行了拉网式检查" 对有隐患的电

力设施及时下发了隐患通知书"

严格检查!一井一表制$的使用情

况# 滑县电业管理公司还自下而

上成立了安全保供电小组" 供电

所组织人员深入村庄% 田间地头

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鼓励农民利

用春节过后负荷低的有利时机抓

紧春灌#积极与当地村委结合"实

行井长负责制" 每一眼井固定一

名井长" 负责群众用电灌溉等事

项"极大的为群众提供了方便#同

时"还成立事故抢修组"哪里出现

故障不分昼夜及时抢修" 尽可能

缩小停电范围和缩短停电时间#

目前"滑县春灌工作正在顺

利进行"电灌负荷不断增加"入春

以来"日供电负荷
!"#$

万千瓦"超

平时
$#$

万千瓦"有力地支持了农

业生产#

安报讯 三条腿的蛤蟆天

下难找 "四条腿的鸡更是世上

罕见 "所以当滑县老庙乡左庄

村左金亮家的一只母鸡长了
"

条腿的消息传开之后 "附近三

里五村的村民都争先去左金

亮家 !开开眼 $#

!他家那只母鸡可是个宝

贝 "谁听说了都想过去看看 # $

前天下午 "当记者闻讯赶到左

庄村 "在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找

到了左金亮的家时 "四五个村

民站在院子里正围着一只母

鸡左右打量 # 这只母鸡头顶红

冠一身纯白精神抖擞 "初看和

普通母鸡并无两样 "仔细一看

就会发现母鸡后尾下部垂有

两只交叉的鸡爪 # 左金亮的父

亲左西庆拿起母鸡让大伙仔

细观看 "只见这只母鸡比常见

的母鸡体下宽 "多余的两只鸡

腿根部相连长在尾下 "两只鸡

爪自然交叉 &两个肛门左右对

称分布体后 "粪便从两肛门同

时排出 #

左西庆告诉记者"他们家是

村里的养鸡专业户"养鸡已经五

六年了#这只母鸡是他们
"

个月

前从万古镇购进的
%&&&

只鸡苗

中的一只"直到给鸡苗打预防针

时"他们才惊奇地发现这只鸡长

了
"

条腿两个肛门"于是便如获

至宝般地从中拣出单独喂养"还

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舒适的鸡窝"

一直养到现在"!我活了
'&

多岁

了"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稀罕事

儿"三里五村的乡亲们也难得一

见"都成拨成拨地到家里看#$左

西庆说"道口正月二十九古庙会

的时候"有个杂技团曾出价
$&&

元要买这只鸡"但是他们舍不得

卖#

滑县畜牧局总畜牧师张彦

林分析认为 " 这只母鸡就是属

于通常所说的 !变种 $"可能是

孵化过程中出现的 !畸形胎

儿$" 是动物在发育过程中 "由

于外界某些有致畸作用的因

素"如化学药物%激素%微生物 %

电离辐射等影响 " 以致细胞突

变而形成的畸胎 "!在畸变过程

中"环境条件是最大的原因 "农

药 % 化肥的大量使用也会引起

一些家禽%家畜的畸变$#

!今年俺家的白沙杏又

能提前
$&

天上市了
(

"!单

凭这一季早熟的杏就能增

加
!

万多元的收入 # "

)

月

!!

日 $ 滑县慈周寨乡承包

高效示范园的阎素云 %丁

花芝婆媳俩在自家承包的

果 棚 里 高 兴 地 向 记 者 介

绍# 近年来$滑县积极落实

惠民政策 $ 在慈周寨乡治

沙造田 $ 引进优良品种杏

树 %桃树 %梨树
!$#)

万株 $

建设高效示范园 $ 大大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

安报讯 春节过后"烟花爆

竹该如何处理 ' 这一问题滑县

相关部门已做了妥善处理 # 据

了解"截至目前"滑县已将全县

*+$

家烟花爆竹经营点的
)&&

箱烟花%

'&&

万响爆竹全部交由

县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统一保存

管理#

春节前和春节期间 " 滑县

采取多项措施严厉打击非法生

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 为全县

人民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春节过后"

部分烟花爆竹零售商户还滞留

一定数量的烟花爆竹 # 由于商

户不具备科学的存放经验和标

准的存放环境 " 容易造成安全

隐患# 为进一步加强对烟花爆

竹节日后的安全监管 " 避免存

放期间发生安全事故 " 滑县安

监局对全县
*+$

家烟花爆竹经

营商户节后剩余的货物 " 全部

收交县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统一

免费管理 " 到销售旺季再交还

商户#

节日后对烟花爆竹管理实

行统一免费存放的办法 " 不但

可以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 而且

为商户解除了后顾之忧 " 受到

了广大商户的欢迎#

安报讯近日"滑县老店乡法

律服务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分赴辖

区各个行政村" 用调解服务的手

段" 代理本乡电信所催收部分电

信用户拖欠的电话费" 不仅保障

了电信通讯畅通" 同时也维护了

电信通讯企业的合法权益" 促进

了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据了解"近几年"滑县老店乡

电信通话费存在不同程度的拖欠

现象"截止今年
%

月底"全乡共有

)"!

户拖欠电话费"总金额达
*#'

万元#该乡法律服务所介入后"从

宣讲法律政策入手" 通过调解清

收%签订协议限期清交%整齐有关

材料代理诉讼三种途径" 以行政

村为单位做工作催交"目前"已经

收缴电话费欠款
%#+

万元"占总金

额的
),#%-

#

今年"滑县司法局在围绕县

委提出的!社会大局保稳定%经济

工作促发展$ 的总体工作目标基

础上"充分发挥监督管理职能"把

全县各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的宣

传%调解%代理诉讼%见证和代理

公证等四种职能发挥情况作为全

年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 加强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知

识和业务技能指导培训" 教育引

导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用群众方

便实惠的方式和人性化的手段调

解纠纷%化解矛盾"维系和谐的社

会关系# 对调解手段解决不了的

重大矛盾" 及时协调代理律师或

法律服务工作者"防止矛盾激化"

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 并及时为

农村社会的民事经济行为办理见

证或代理公证" 最大限度的规避

社会经济风险" 减少社会矛盾纠

纷# 此举不但拓宽了基层法律服

务的工作渠道" 更有效地调动了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安报讯 !春回大地万物苏"

全县上下忙植树#$昨日"滑县王

庄镇郭草摊村外人潮涌动"一片

壮观景象# 滑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张金泉率领四大班子领导和

各县直单位工作人员一大早便

赶到这里"和当地
%

万群众一起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挖坑%栽树 %填土 %踩实 %浇

水((大家平时难得参加这样

的集体活动"又被如此浩荡的劳

动场面所鼓舞"他们严格按照植

树要领 " 每一步都干得非常仔

细"热了用袖子手帕什么的胡乱

一擦"渴了拿起矿泉水瓶子猛灌

一通" 顾不上拍拍身上的浮土"

顾不上停下来休息片刻"拿起身

边的铁锨水桶又热火朝天地干

了起来#

!一定要把水浇透 "不然树

苗不容易成活 # $张金泉一边

仔细栽树 "一边悉心教导身边

的工作人员 "还抽空检验栽树

的质量 # 在张金泉的带动下 "

大家你追我赶互相赶超 "时间

不长 "数万棵树苗已经稳稳地

立在田野之中 # 此情此景 "让

喜欢诗歌的张金泉顿时诗兴

大发 "即兴赋诗一首 #

与此同时" 在半坡店乡%牛

屯镇两地植树活动也进行得如

火如荼# 相关部门粗略统计"昨

天三地参加义务植树的干部群

众共约
'

万余人"当天共植树约

)"#*

万株"圆满完成了今年的植

树任务#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

事业和基础事业 " 植树造林是

改善生态环境 % 惠及子孙万代

的长远工程 # $ 张金泉告诉记

者 " 此次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植树活动 " 目的是争取

早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

的良性互动 " 促进人和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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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兴顺 路红旗

拓宽法律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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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苏$全县上

下忙植树# 且看来日葱茏时$

平衡生态千秋固#

植树造林润沃土$防风护

沙又致富# 产权明晰重管护$

开源增产闯新路#

红绿交错花丛簇$翡翠杨

柳千万株# 莺歌燕舞迎朝阳$

邀蝶唱滑翩起舞#

城乡一体迈大步$挥毫尽

写和谐谱# 科学发展得民心$

绿染滑州绵绣图# "张金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