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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要建全国首个
“
村级市”
西辛庄市（村级）将于今年 5 月 8 日挂牌
据濮阳网消息 “这次在全国‘两会’上， 没有。 ”
我说要把西辛庄建成中国第一个‘村级市’，
据了解，今年 1 月 16 日，省委书记卢展工
很多代表都叫我‘李市长’呢！ ”3 月 19 日，刚 来西辛庄村考察。 听说李连成的“建市”打算
刚参加完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回村不久 后，卢展工频频点头：“
干吧！ 我完全赞成。 你
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 有远见，有思想，一个农民能提出‘建市’的概
庄村党委书记李连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 念不简单。 ”他还和李连成开玩笑：“你是不是
然兴奋不已。
想当‘市委书记’啊？ ”李连成忙说：“我这个
李连成诙谐地说：“河北有个石家庄，咱 ‘市委书记’永远都是正村级。 ”
河南有个西辛庄。 石家庄是个市，西辛庄也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
建个‘市’。 我说的这个‘
村级市’，其实就是个 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河南代表团驻
超大型的农村社区，将来规模可能有几万人、 地看望代表，李连成又向他汇报了这个想法。
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 学校、医院、宾馆、超 李克强高兴地说：“你这是又要创造一种新模
市齐全，有水电气暖，有下水管道，真正实现 式啊！ ”
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城市有啥咱有啥，
李连成说：“其实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去
让广大村民享受到市民的生活。 区别是城市 年， 西辛庄 20 多家企业产值有十几个亿，村
堵车，咱这儿不堵；城里有行政机关，咱这儿 民人均收入两万六，全村有 8000 多名外来务

洛栾高速工地两天连发两起事故
7 名工人死亡，项目总经理、安全生产处处长被停职

5 名工人从高空坠落死亡

2 名工人从桥上坠落死亡
距第一起事故发生仅仅 10 个小时之后，
悲剧再次在洛栾高速工地上演：3 月 20 日凌
晨 1 时左右， 在洛栾高速二期三标东湾 2 号
桥处，两名工人高成立、李会民（均为洛阳嵩

工人模拟 1 9 日工友被吊离地面时的情形。
县人）在浇灌桥墩过程中，因模板倒塌从桥上
坠落。 20 日上午，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该工
程承建单位是中铁十五局集团二公司。
事故发生后，省交通厅高度重视，有关领
导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救助、调查、处置等事
宜， 要求在第一时间内全力以赴抢救受伤人
员，做好死者善后工作和亲属安抚工作，按照
政策规定妥善解决好死者家属提出的要求，
关注民生，确保稳定。

濮阳鹤银村镇银行开业

开业仪式现场。
晨报讯 （记者 张小娜）3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虽然天空飘着小雨，但濮阳国庆
路中段依旧人潮涌动，濮阳鹤银村镇银行在
这里举行了开业仪式， 濮阳市相关领导、银
监局相关领导以及鹤壁银行和濮阳鹤银村
镇银行的职工出席了开业仪式。 据了解，这
是濮阳第一个村镇银行，在濮阳金融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
濮阳鹤银村镇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河
南监管局批准筹建，由鹤壁银行发起设立的
一家现代化股份制地方金融机构。 它的设
立，有利于构建投资多元、分工合理、适度竞
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能有效解决微小
企业、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融资需
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村镇银行
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服务农民、农

赵乾

工人员……看到我们村条件越来越好， 周围
15 个村的群众纷纷表示自愿并入西辛庄。 有
一个村全部村民都摁了手印， 其他村摁手印
的村民也都在 90%以上，很像当年的小岗村。”
李连成向记者描绘：“我们西辛庄市已经
有了整体规划——
—‘市’ 中心是一个大型广
场，‘市’四周设 4 个仿古大门，周边全都是两
层楼。 4 个角是 12 层小高层，已经由河南建业
集团给我们设计并动工了。 一村一区，以村的
名字命名， 很多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交钱买房
了。 你想想，这么多村搬进来，可以节约多少
土地啊！‘
市’里还要建一个能容纳 2000 名孩
子的幼儿园、一所 2000 名学生的小学、一个
2000 人规模的疗养院。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今年 5 月 8 日我们的城市就要挂牌了， 名字
就叫河南濮阳西辛庄市（村级）。 ”

我省 3 1 个县
入选国家级贫困县
综合河南商报、中广网消息 国
务院公布贫困县新名单：河南 31 个县
入围国家级贫困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19 日在网站公布了贫困县名单。 全国
592 个贫困县中，中部有 217 个，西部
有 375 个。
其中，河南 31 个县入围，分别是，
兰考县、栾川县、嵩县、汝阳县、宜阳
县、洛宁县、鲁山县、滑县、封丘县、范
县、台前县、卢氏县、南召县、淅川县、
社旗县、桐柏县、民权县、睢县、宁陵
县、虞城县、光山县、新县、商城县、固
始县、淮滨县、沈丘县、淮阳县、上蔡
县、平舆县、确山县、新蔡县。
前段时间因“高调庆功”、说已经
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
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湖南省新邵县，不
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上。

综合大河网、中新网消息 河南洛（阳）
栾（川）高速工地 19 日、20 日连发两起安全事
故，共造成 7 人死亡。 21 日，记者从该项目的
业主单位河南嵩阳高速有限公司获悉， 事故
调查组正在展开调查，该公司总经理张玉中、
安全生产处处长刘胜龙已被停职检查， 待事
故查清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其他有关责任人
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3 月 19 日下午 2 时左右， 在洛栾高速洛
嵩段第三项目部瓦西大桥施工现场， 工程负
责人牛敢挡安排 5 名民工侯喜军、武志庆、裴
松旺、张善勇、张吉刚（均为安阳滑县人）乘吊
车执行高空作业任务， 工人们乘坐吊篮在被
拉往高空的过程中，钢索突然断裂，吊篮从 50
米高空坠落，4 名工人当场死亡，1 名工人送
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洛栾高速业主单位——
—省交通厅下属的
河南嵩阳高速有限公司 20 日晚通报说， 该起
事故所在工程的施工单位为濮阳市通达公路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为梅兴民，项目督
导杨永振，瓦西大桥桥梁下部结构劳务分包队
伍负责人为耿坚，现场负责人牛敢挡，塔吊司
机张东方（滑县小铺乡西程寨村人）无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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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 吸引和支持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金融机构、企业在濮阳
投资建立村镇银行，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政策导向，符合村镇银行股东和当地农
户、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等多方利益。
据濮阳鹤银村镇银行行长李福军介绍，
濮阳鹤银村镇银行成立有三大意义：第一是
服务三农，让农民得到更多金融服务；第二
是促进城乡一体化，服务个体工商户；第三
是要服务小微型企业，促进当地小微型企业
发展，促使小微型企业找准定位，解决小微
型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 三农、城镇化
和小微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濮阳
鹤银村镇银行将对外学习现金管理模式、形
成自己的风格，积极承担服务三农、促进城
乡一体化、服务小微型企业三大任务。

报废汽车翻新后再卖
部分流入农村成校车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 汝州市区
往西约 5 公里有条街，被称为“拼装车
一条街”，路两侧停靠着各种车辆，这
些车辆都是报废车辆经过翻新改装
后重新出售的，他们的“出厂商”就是
道路两边的农户。
记者在汝州调查时发现，这些组
装车大多流入农村，有些竟然被当做
校车接送学生。
据公安部门摸底排查统计显示，
汝州市共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校
431 所， 幼儿园 398 所，197 所学校的
在用校车 421 辆， 其中 309 辆手续不
全、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无牌无证、
逾期不参加检验，甚至是改装、报废
车辆等。
媒体曾报道，2011 年 11 月 23 日
上午， 汝州市统一销毁 84 辆报废校
车。 这些车是否真的销毁了？ 汝州市
工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汝州市
目前只有一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 但
这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负责人称，他
们没有收到报废校车，事实上，他们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生意了。
与汝州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生意
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汝州最大的
报废车回收市场——
—河南瑞福达实
业有限公司生意红火。
记者在瑞福达公司院内看到几
辆白色依维柯，外形很像前不久报废
的校车。 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询问，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两辆车就是
从交警队来的报废校车。
国家规定，禁止拼装车和报废汽
车上路行驶。 那么，汝州这些村民拼
装的“汝州造”汽车没有任何手续，如
何能上路呢？“这些你都不用管，我们
会给你送上高速公路，交警不会查。 ”
售车者都这样拍胸脯保证。

淇河晨报

四歹徒闯民宅抢劫
1 2 岁男孩智救父母
据大河报消息 2 月 29 日清晨，登封 12
岁男孩肖龙 （化名） 和父母道别后准备去上
学，他打开房门的瞬间，4 名持刀蒙面歹徒突
然闯进来，一把将肖龙推倒在地，然后把肖龙
和父母的嘴巴用胶带缠住， 并用绳子捆住手
脚，开始抢劫。歹徒拿着抢来的几千元现金和
10 多件古董离开后， 肖龙很快挣脱了捆绑，
从厨房找来菜刀，将父母身上的绳子割断，随
后跑到楼下的馍店， 借老板的手机拨打了报
警电话。登封警方经过 7 天的艰苦侦查，终于
抓住了 4 名歹徒。

他劝父母不要反抗
年仅 12 岁的肖龙是登封市某小学五年
级的学生，说起家中被歹徒抢劫一事，他显得
很镇定。
据肖龙讲，2 月 29 日早上 6 时 45 分，他
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就在他打
开家门那一刻，突然闯进来 4 个人，他们头戴
马虎帽，脸上捂着花口罩，手上戴着黑手套，
握着长刀。肖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蒙面男子
推倒在地，房门随即被关上。
歹徒很快冲进卧室， 把刀架在肖龙父母
的脖子上。肖龙的妈妈反抗时，被歹徒用刀划
伤了胳膊。 肖龙赶紧劝妈妈不要反抗，“如果
反抗，他们一定会杀了爸妈和我。”肖龙说，他
的劝阻，让爸爸很快反应过来，忙“配合”4 名
歹徒说：“
钱在衣服口袋里，你们都拿走吧，但
是不要伤害我的妻子和儿子。 ”
4 名歹徒用绳子把肖龙捆起来扔在墙
角，然后又用胶带缠住肖龙父母的嘴巴，用绳
子捆住二人手脚后，将屋内 10 多件古董全部
装进包里拿走。

挣脱捆绑后迅即报警
4 名蒙面歹徒离开后， 肖龙很快挣脱捆
绑在身上的绳子，转身到厨房找来菜刀，将父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
母身上的绳子割断。“
们简直不敢相信，12 岁的儿子遇到这种事情
会这么镇静。 ”肖龙的父亲肖建设（化名）说。
割断捆绑父母身上的绳子后， 肖龙立即
下楼，跑到马路对面的馍店，向老板求助：“叔
叔， 让我用用你的手机吧， 我家被坏人抢劫
了，手机都被抢跑了。 ”馍店老板当即掏出手
机递给了他。
“警察阿姨，我们被坏人抢劫了，你们快
来吧。 ”登封市 110 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接到
电话，立即通知了登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几
分钟后，民警赶到现场。

贴着“花好月圆”的别克轿车
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带领民警赶到登封市
情报信息中心， 调取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
像。 很快，他们发现案发前后，肖龙家附近停
过一辆黑色别克轿车，但该车的牌号被“花好
月圆”彩纸遮挡住了。
警方走访附近群众后确定，案发时，曾看
到别克车上有 4 名男子，其中一人姓邱，住在
偃师市。
3 月 15 日上午，民警将邱某抓捕。 经突
审，邱某很快交代了伙同王某、王某某和李某
3 人，对肖龙家实施抢劫的作案经过。 民警随
即对王某等 3 人进行了抓捕， 并找到被抢的
10 多件古董。

去年年底就开始跟踪踩点
据邱某交代， 今年 2 月， 同乡王某联系
他， 说要到登封市区抢劫古董收藏爱好者肖
建设，王某说他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跟踪踩点，
还让同伙李某以古董爱好者的身份多次到肖
家打探情况，对肖氏夫妇的起居时间、出行规
律，业余爱好以及房间内的摆设、珍贵古董存
放地等摸得一清二楚。
2 月 29 日凌晨，邱某、王某等 4 人在肖
建设所住的楼院设伏，早上 6 时 45 分，听到
肖家有开门声，4 人便一拥而进。 为了防止肖
建设报警，他们临走时，特意带走了从肖家搜
出的 4 部手机， 还顺手将肖建设妻子手上的
两枚金戒指抢走。

作案后将古董埋在地下
得手后，4 人驾车赶回偃师， 将马虎帽、
口罩和手套摘下烧毁， 并在一个废弃的养羊
场挖了深坑， 将 10 多件古董和 4 把砍刀埋
掉，计划等风声过后，再把古董卖掉分钱。 据
邱某交代，这些古董总价值约一百多万元。
目前， 警方已将这些古董委托有关文物
部门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