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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村年底将彻底告别无电历史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 "记者 古

文洪#河南今年底将彻底告别农村无电
历史$ 全省最后的

*$

余万无电户有望
全部%用上电&'

自去年
"

月启动的河南农村%户户
通电 &工程 $计划总投资

&#+,)"

亿元 $

计划通电户数
*-+-

万户 $ 涉及人口
",+-

万人$ 预计于
&$$"

年年底前全部
完工' 最近$%户户通电&工程又被列入
河南省委(省政府

&$$"

年十大实事$作

为惠及广大群众的民心工程之一'

为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自%户户
通电&工程启动以来$河南省电力建设
员工全力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去'今年春
节期间$豫西山区的新安县曹村乡%户
户通电& 工程施工现场仍然一片忙碌$

在鞭炮声和机器的轰鸣声中$全乡无电
户提前过了一个%亮堂年&'

为保证如期完成建设目标$ 河南
省电力公司还实行了 %分级管理( 层

层把关( 责任到人&$ 要求各建设单位
建立各级工程责任制$ 精心组织$ 合
理安排工期 ' 由于措施得力 $ 全省
%户户通电& 工程进展顺利$ 去年提前
*

个月完成了
&$$!

年度通电户数目
标$ 为今年实现全省 %户户通电& 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截至今年

&

月底 $

全部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
)+$$,&

亿
元$ 减少无电户

"#&*%

户$ 为
%$

余万
农民带来了光明'

国家开发银行
2/亿贷款支持郑州

本报讯)记者 曹克#

!

日至
"

日$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副
行长王益一行来我市考察县域经济和郑东新区建设'据悉$

今年该行将为郑州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
&#

亿元资金支持'

在登封$ 王益一行考察了双方合作的登封市北环西路
及嵩阳中学两个项目' 在听取了地方政府和项目建设单位
的介绍后$ 王益要求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要加快对登封等
县域经济项目的工作进度$ 将开发银行对县域经济的支持
切实落到实处' 对于登封市拟打造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

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品牌$ 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思路和
构想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等情况$ 王益
表示$旅游是开发银行积极开发的重点行业$希望地方政府
做好规划$整合各类旅游文化资源$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
作$开发银行也将积极研究并适机介入支持'

在郑东新区$王益在听取了相关建设情况介绍后$对郑
东新区的规划(建设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开发银行将继续
加大对郑东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东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市领导李柳身(王庆海等先后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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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市科协昨日召开六届三次全委

)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市科协去年的工作$并对今年的工
作进行部署' 市领导马懿(尚有勇(邓庆洲出席会议'

一年来$全市各级科协组织及所属团体积极开展科学普
及和学术(技术交流活动$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提
高公众科学素质服务$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的科技自主创新'

市委常务副书记马懿对市科协去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对于今年的科协工作$马懿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科协干
部要认真贯彻市九次党代会精神$ 切实增强做好科协工作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为全面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科
协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科协的作用'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科协六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并对郑
州市第三届青年科技奖$

&$$!

年度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先
进工作者等进行表彰'

市政协表彰先进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金武#市政协机关

&$$!

年总结表彰暨
&$$"

年目标签订会昨日召开'会议总结了市
政协机关过去一年的工作$ 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表彰$明确了市政协机关各部门今年的工作任务'市政协主
席杨惠琴$党组书记李秀奇$副主席武国瑞(李西海(岳喜
忠(王薇$秘书长孙景国出席会议'

会上$李秀奇传达了市委九届二次全会(市纪委二次全
会和跨越式发展

&$$!

年工作总结暨
&$$"

年动员大会精神'

会议对完成目标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市政协各
机关部门分别与主管领导签订了

&$$"

年目标管理责任书'

杨惠琴要求$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要注重学习$提高
素质$精诚团结$真抓实干$严格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学习
纪律和生活纪律$把深入开展%讲正气(树新风&活动与创建
和谐机关结合起来$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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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见习记者 李娜#昨日$我省召开

春季困难群众生活安排电视电话会议$ 对今年我省救灾工
作特别是春季困难群众救济工作进行部署' 副省长刘新民
出席会议'

&$$!

年$我省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冷冻(风雹(洪涝等自
然灾害$受灾人口

*"&*+%-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灾民
*%+,!

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亿多元' 全省共安排救灾资金
*+-

亿元$有效地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会议指出$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救灾工
作的领导$建立救灾工作责任制$对因思想麻痹(领导不力(

措施不落实而出现问题的有关人员$要追究责任*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全省春季困难群众生活安排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
市立即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对有关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
求$ 全市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救灾款物的使用管
理$确保救灾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和互助互济活动$不断加强灾区群众的抗灾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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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进度精益求精
本报讯)记者 刘国润#昨日$市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到黄河风景名胜
区$ 就炎黄二帝塑像落成典礼筹备情况
进行现场办公'

据介绍$

,

月
*-

日)农历三月初二#

上午$ 我市将在黄河风景名胜区举行隆
重的炎黄二帝塑像落成典礼$ 国家领导
人( 省市领导以及海外炎黄子孙将莅临
这里$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典礼也是丁亥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之一' 典
礼期间$还将举办炎黄文化论坛$知名专
家学者将对炎黄文化进行点评'目前$典
礼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绿化等后期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施
工单位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 其他筹备
工作正全面展开'

在察看了工程进展情况后$丁世显指
出$这次典礼规模和内容空前$有关单位
要对这次大典高度重视$抓紧展开各项工
作$精益求精$确保大典的顺利进行'

坑洼连成片 车辆忙躲闪
STUVWUXYUZ[\]^

读者反映! 不少市民向党报

热线反映! 西环路从中原路口到

南阳路口的部分路面破损! 有些

地段路面出现坑洼" 华山路从陇

海路口向北的部分路面也出现了

大小不一的坑洼" 新修的秦岭路

南端有一段路面! 车辆行驶时颠

簸很严重! 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些

道路及时维护#

记者调查!昨日上午$记者来
到秦岭路$ 在该路最南端的一段
路面$目测看不出什么问题$但驾
车行驶却能感觉到有规律的颠
簸' 记者又沿西环路由南向北$发

现从中原路口开始即有路面出现
龟裂$ 有些路段出现了连续的坑
洼)如图 #$特别是在几个立交桥
上下引桥处和个别交叉路口附近
坑洼更多' 郑上路立交桥北侧不
远处的一段路面坑洼连续不断 $

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左躲右闪 $给
安全行车带来了隐患' 在华山路
上$ 部分路段的路面也存在着坑
洼情况'

记者将情况分别反映给了市
环城快速公路管理处和市市政工
程管理处立刻办'市环城快速公路
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西环路
维护方案已经上报市政府$ 待资
金到位后就立即开始路面维护工
程' 市政管理处立刻办表示$马上
通知有关人员前往华山路察看 $

对破损路面进行修补' 至于秦岭
路南端$该路属新建道路$目前尚
未移交市政部门$ 应由施工单位
进行为期一年的先期维护'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李 焱

实习生 田 来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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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未成交
责任谁来负
读者反映!昨日!市民曹先生致电本报称$他连续

%

天

到市房管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均被告知电脑故障不能办

理!现在!卖房者在连续办理过户手续未果后!不打算把房

子卖给他了!本来谈好的房子%泡汤&了!责任在谁'

记者调查!记者采访曹先生得知$上周五$他与房主杨
先生达成协议$购买对方的一套住房' 当天他按照购房合同
付给杨先生

%$$$

元定金$合同约定
%

日内办理过户手续$当
时双方约定本周一到市房管局过户$但周一上午到交易大厅
后$被告知因电脑故障交易暂停$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曹(杨
两人两次来交易大厅办手续$均没办成'周四$市房管局电脑
过户恢复$但杨先生拒绝前往$表示不愿将房子卖给曹先生'

昨日上午$记者与市房管局联系$工作人员称$由于电
脑服务器故障$ 导致此次事故$ 对于因此给市民造成的不
便$他们表示歉意$但%并无过错&' 记者就此咨询了河南天
新律师事务所黄立新律师' 黄律师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房
管局并没有义务一定在

%

日内为曹先生办理完过户手续'

由于买卖双方已签订购房协议$ 卖房子的杨先生拒绝卖房
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本报记者 张 立

拍卖家乡特产
善款捐建水窖

"

*$$$

元建一口水窖#就可以解决西北一家人甚至一村人

的用水问题$$%昨日下午&郑州大学化工学院的学生们把从家

乡带来的云南皮画'蒙古酒壶'长白山松子等
,$

余种家乡特产

进行爱心拍卖&募集到的
%$$$

元现金将汇给"大地之爱&母亲水

窖%工程( 本报记者 王 影 通讯员 李在滨 摄
办好中博盛会

促促进进中中部部崛崛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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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燕#%矿产资源整合要
下真力$出真功$求实效$绝不能走过场(敷
衍了事+&市长赵建才昨日深入巩义市和新
密市的矿山生产第一线$实地察看资源整
合工作进展情况'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和广大职工
群众一起$ 全面抓好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措施的落实$保证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

赵建才带领市发改委(安监局(经委(

煤炭局(国土资源局等单位负责人$先后
来到巩义市豫联能源集团( 西村镇铝土
矿$新密市神和煤矿(牛店镇娘娘庙煤矿
等企业实地察看' 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
记王小平陪同在巩义调研'

郑州市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工作经
过两年多的努力$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
效' 按照要求$全市

#$*

家地方煤矿关闭
&*&

家$全市小铝土矿开采企业由
"-

家整
合为

&&

家' 目前$全市技改矿井井巷工程
基本上完成过半$大部分煤矿将在今年上
半年竣工投产'

赵建才说$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
的第二年$也是郑州市实施跨越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的关键之年' 各级领导干部要和
广大职工群众一起$ 全面抓好各项工作目
标(措施的落实$保证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

如何抓好全市下一步的矿产资源整
合工作, 赵建才要求$今后$一定要建立起

依法(规范(有序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这
是整合的基本指导思想' 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认识$下真力$出真功$求实效$绝不能
走过场(敷衍了事' 有关部门要按照部署$

严格依法办事$做好整顿后续工作'

针对巩义市今后的工作 $ 赵建才指
出$巩义市要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工业
立市$文化强市$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
善于统筹协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快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要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抓好循环经济(拉
长产业链条* 要做好节能降耗和污染物减
排等工作*要更加关注民生$解决好贫困群
众的衣食住行( 教育( 医疗和劳动保障工

作' 要把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摆到重要位
置上$敢于大手笔大起点进行规划开发$把
政府指导规划和市场开发结合起来$ 做大
做强文化产业'

针对新密市下一步的工作$赵建才要
求$ 新密市要瞄准全国百强县的目标$优
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结构体系$通过技
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使原有产业成为支柱
产业$把传统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推动
经济社会整体工作全面发展*要时时刻刻
注意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更加
扎实更加有效地开展环保工作' 赵建才强
调$新密市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进取$力争开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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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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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

三峡库区春意浓
在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长江江岸上拍摄的

盛开的桃花'受暖冬影响$云阳县长江江岸上的桃
花提前

*$

天左右盛开$三峡库区春意盎然'

!超微"型汽车亮相日内瓦
%

月
)

日$ 瑞士电动和高效汽车协会在日内瓦国际汽
车展上展出%超微&型电动环保概念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第
""

届日内瓦国际汽车展
-

日正式开幕' 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