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宝扩建函谷关

大打“老子”牌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金辉）19 日上午， 在河南灵

宝市函谷关， 上千人聚集在矗立着 28

米高贴金老子塑像的老子文化广场上，

他们是为纪念老子诞辰 2582 周年而前

来祭拜的。

老子文化广场上，18 日揭彩的 28

米高、60 吨重的老子塑像， 耗资 2588

万元，从设计到建成历经 1年多。 在老

子塑像的西面，工人们正在建造一个高

12 米、宽 365 米的巨型弧形石壁，石壁

上将刻有老子的经典著作《道德经》。

为了大打“老子”牌，灵宝市对整个

函谷关扩建工程总投资预计达到 5.89

亿元。据悉，函谷关景区扩建工程的一、

二期工程，将于今年 10月 1 日前建成，

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

《有九排牙齿！ 这是什么？》后续

“九排牙齿”的主人

是东方剑齿象

据大河报消息 三门峡陕县村民

发现九排牙齿的疑似古生物化石（详见

《淇河晨报》3 月 18 日 4 版），日前中科

院相关专家对化石进行了确认，该化石

系东方剑齿象的牙齿化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颖奇说， 看过照片，

可以确认这块化石系东方剑齿象的牙

齿化石，年代较新，大约是中更新世到

晚更新世。东方剑齿象当时分布在华南

华北地区，是一种较常见的动物，与它

同时代的物种还有大熊猫、巨猿等。 由

于这种动物喜欢湿润温和的环境，无法

适应当时剧烈变化的环境，才逐渐消亡

了。

张颖奇说，这种东方剑齿象的化石

虽然较常见，但在三门峡地区还没发现

过，这对研究当地古代的地理和气候环

境有一定意义。

因卖高价盐

登封等四地商家被

从严从重从快处罚

据河南商报消息 针对居民集中

购买食用盐、部分商家擅自提高价格一

事， 我省物价部门 17 日已紧急调动

1200余人组成 296个检查组，对全省食

用盐的销售价格展开了大检查。 此外，

17 日以来， 郑州市物价局在检查过程

中，发现了不少价格违法情况，并公布

了四起价格违法案件：

中原区淮河路与工人路交叉口的

郑州超源商贸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17日该超市 500克加锌盐每袋应售 2.5

元，违规销售价为每袋 3.5 元；500 克钙

盐、铁盐、低钠盐每袋应售价为 3 元，违

规销售价为每袋 3.5元。

巩义市西村镇万家福超市违规涨

价销售 500 克普通加碘食盐，应售每袋

1.2元，违规销售价每袋 1.8元。

登封市崇高路家福乐超市违规涨

价销售 500克普通加碘食盐， 应售每袋

1.2元，实际销售 1.5元至 2元不等。

新密市河长幸福超市违规涨价销

售 500 克普通加碘食盐， 应售每袋 1.2

元，实际销售价为每袋 3元。

针对上述四起违规销售食盐的价

格违法行为，郑州市物价局将根据《价

格法》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从严从重从快处罚。

相关新闻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8 日介

绍，陕西、吉林、浙江、河北、山西、江苏、

海南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商

家因哄抬食盐价格、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被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陕西省西安市秦岭火烧碑蔬菜综

合市场 13 号小芳水产副食商店近日将

定价为每 400 克 １ 元的冰凌牌绿色加

碘精制盐提高至 2.5 元销售，被当地物

价部门处以 5万元罚款。吉林省德惠市

松江镇茂兴食品批发部将加碘盐由每

500 克 1.3 元提高至 7 元销售， 被当地

物价部门责令退还多收价款， 并处以

3000 元罚款。 河北省沙河市新城跨世

纪食品门市将定价 400 克 1 元的袋装

碘盐以 400 克 10 元的价格销售， 被物

价部门依法没收无法退还的违法所得，

并处以罚款。

去年我省

1 1 9 1 人冒领养老金

3 8 2 万元全部追回

据新华社郑州 3 月 18 日专电（记

者 王云河）记者日前从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去年，河南省

查出冒领养老金人数 1191 人， 涉及金

额 382万元，已全部追回。

河南省在去年开展的养老保险稽

核工作时，发现一些老人去世后家属仍

在领取养老金。河南省去年核查企业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人数 128.75 万人，查

出冒领人数 1155 人， 冒领养老金 366

万元； 核查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11.62 万人，查出冒领人数 36 人，冒领

养老金 16万元，全部追回。

另据了解，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

河南省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已达

950.9 万人，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

128.2万人。 各级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充

分运用指纹认证系统等，实地稽核企业

3.31 万户，参保职工 261.39 万人，稽核

率 27.48％。通过稽核，查出应参保未参

保职工 12.01 万人，超出少报漏报缴费

基数 7.30 亿元、 少缴养老保险费 1.9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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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家政（单位、家庭保洁、地毯清洗、搬家、布草洗涤）：

3360777� 13903924921

疏通疑难管道、便池，修太阳能，清理化粪池：15139280818

福源家政（专业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13084236078

鹤翔家政：15839225215� 13939274966

利民家政（外墙清洗）疏通管道：3298881

君事达物业（家政、专业月嫂）：

2168326� 3278666� 13633927811

幸福家政（管道疏通、打墙改门口、刷乳胶漆）：15039255848

大自然家政（外墙清洗、打墙改门口、空调移机）：18239236633

市中医院急救电话：3378322� 3353120

康复科电话：3378303

旺旺催乳（专治乳少、积奶、乳腺增生）电话：15839220377

新区爱玛电动车售后服务热线：3290559� 2231688

水务净水———专业解决单位及家庭各种水质问题（首家净水产

品超市，“一站式”水质检测与处理）：3335800� 15039289198

便民服务电话

家 政

综 合

医疗健康

据大河报消息 记者 18 日从省教育厅学

位办获悉，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增列的博

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中， 我省新添

24 个博士一级学科点和 141 个硕士一级学科

点。 这次丰收使得我省博士一级学科点达到 35

个，博士点也增至 255个。

博士硕士点增长很迅猛

此次博士、硕士授权评审中，我省新增博士

一级学科点 24 个， 新增硕士一级学科点 141

个， 成为我省历次学位评审中增列博士点和硕

士点数量最多、增幅最大的一次。 之前，我省博

士一级学科点只有 11 个，博士点 106 个；硕士

一级学科点 103个，硕士点 845个。

“这次通过申报的学科都是强势学科，随着

未来博士生、硕士生招生规模扩大，必将为我省

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大批高层次人才。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蒋笃运说。

郑大河大跨入研究生教育大校行列

“此次评审后，我省不少高校在学科建设上

取得重大突破，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管理学 5 个门类填补了我省 7 个博士一级学科

点的空白。 新增学位点使得我省高校学科结构

更趋合理， 郑大、 河大跨入全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大校行列。” 省教育厅学位办主任贾正国

说。

郑州大学此次新增博士一级学科点 9 个，

分别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力学、信息

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管理，总数达到 17 个，博

士点升至 121个。

河南大学此次新增 7 个博士一级学科点，

分别是应用经济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

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化学、生物学，博士点增至

73 个，优势学科得到进一步加强，学科结构更

加完善。

此外， 河南农业大学新增农业工程、 兽医

学、林学，河南理工大学新增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新

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师范大学新增物理

学、化学等博士一级学科点。

贾正国说，此次评审后，在博士层次，我省

已覆盖 12 个学科门类中的 10 个（除军事学、哲

学），81 个一级学科中已覆盖 29 个； 在硕士层

次，12个学科门类中覆盖 11个（除军事学），81

个一级学科中覆盖 69个。

我省硕士点布局更加合理

据了解， 此次我省新增的 141 个硕士学位

一级学科点中，有河南科技大学 17 个，河南工

业大学 13 个，河南师范大学 12 个，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各 10 个，信阳师范学

院 9 个，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中原工学院、郑州

轻工业学院各 8 个，新乡医学院 6 个，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学 5 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河南科

技学院各占 4 个，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学院

各 3个，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防空兵指挥学院

各 2个，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和郑州烟草研究

院各 1个等。

“本次申报，我省在整体上更加注重各高校

间一级学科点分布的合理性， 不少学校在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上填补空白。今年，中原工

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医学院和信阳师范学

院， 均是首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资

格。 ”贾正国说。

我省博士硕士点猛增

博士点增 24个

硕士点增 141个

据大河报消息 经营的超市遭贼光顾，被

惊醒的白建峰拿起钢管“出迎”，对着扑上来抢

夺钢管的小偷乱打一通，致其死亡。 事发后，当

地千名乡亲联名为白建峰求情。 考虑到白建峰

有投案自首情节且案发后积极包赔受害方损

失，17 日， 新密市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了不予

批捕的决定。

半夜抓贼致其死亡

今年 2月 8日晚 11时许，44岁的新密人白

建峰睡觉时， 突然听见自家经营的超市房顶上

有异动。由于超市之前曾两次遭贼光顾，白建峰

顿时警觉起来，他顺手抄起一根钢管，打着手电

筒出了门。

白建峰想上前看对方是谁时， 对方却朝他

扑来，准备抢夺钢管，情急之下，白建峰抡起钢

管朝对方打去，直到其倒地不起。 这时，白建峰

认出对方是邻村有名的惯偷赵某， 见赵某头上

出血，白建峰随即报警。

两天后，赵某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白建

峰也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拘。其间，赵某的

家属与白家达成补偿协议， 白家赔偿对方 6 万

元，赵家不再追究白建峰的刑事责任。

自首加赔偿让他免被批捕

案发后， 当地群众上千人联名请求司法机

关对白建峰宽大处理。 考虑到白建峰的行为系

防卫过当，主观恶性不大，有投案自首情节，且

能够积极包赔受害方损失， 新密市检察院依法

向白建峰作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

新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魏春霞说，

本案中，白建峰虽有防卫意图，但行为明显过当，

已涉嫌故意伤害罪。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故意伤害致

人死亡的，可以在 12年至 15年有期徒刑幅度内

确定量刑起点；而严重防卫过当的，可以减少基

准刑的 50%以下；有自首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

刑的 20%～40%；积极赔偿受害方经济损失的，可

以减少基准刑的 20%以下。 结合本案，因白建峰

有投案自首情节， 案发后积极赔偿受害方损失，

取得受害方谅解，其在本地有固定住所，不予羁

押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因此无逮捕必要。

手持钢管抓贼 不料将贼打死

因自首且积极包赔受害方损失，防卫过当者被“网开一面”

我和奶奶对儿歌

3 月 1 8 日，南阳市第十七小学一（3 ）班举行“我和爷爷奶奶对儿歌”主题班会，孩子们将爷爷、

奶奶、姥爷和姥姥请进课堂，祖孙两代对唱起不同年代的歌谣，共迎 3 月 2 1 日“世界儿歌日”的到

来。 图为班会上，一位老奶奶与小孙女快乐地唱起了儿歌。 新华社发（付海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