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为响应市文明办"市妇联联合发出的关注特困儿童的号

召!市人社局局党组一行来到扶贫帮扶村鹿邑县高集乡!将全局干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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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颍河非法电鱼怎能如此疯狂

市民赵先生"

!"#$$$$$$$$

#!市区汉阳路桥以西的沙颍河上!每

天傍晚凉快的时候都能看到六七个渔船明目张胆地在河里电鱼! 不论

大鱼小鱼都逃不过电鱼人的鱼网$这种灭绝性的捕鱼手段!让我们纳凉

的人看着都心疼$沙颍河上非法电鱼怎能如此疯狂!希望相关职能部门

加大执法力度!严惩电鱼行为!保护沙颍河生态!制止这种竭泽而渔的

行为$

市农业局水产科科长秦应来!沙颍河周口段全长
#*%

多公里#经巡

查发现电鱼人大多集中在川汇区沙颍河汉阳路桥至沙河颍河交汇口

段$大庆路桥至橡胶坝段#以及颍河西华李大庄段% 今年我市春季禁渔

以后#已查获违法捕捞网具
$&

套#查获电渔船
#

艘#回放没收活鱼
$(

公斤%在接到记者的热线电话后#市农业局立即与川汇区水务局水产站

进行联系# 针对市民反映的非法电鱼现象# 当天组织人员进行集中查

处% 对查获的电鱼者将依法没收其渔具#并处以
"%%%

元以上的罚款%

记者 赵金 整理

上半年 !"#!$受理
消费者申诉 %$"件
商品质量和服务消费仍是申诉热点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

昨日从市工商局
#"'#(

申诉举

报指挥中心获悉#上半年#我市

各级
#"'#(

共受理消费者咨询

'*#(

件$申诉
&("

件$举报
"#*

件$ 检举
'

件% 在依法受理的

&("

件申诉中# 已处理
&%(

件#

挽回经济损失
!)+#"

万元%商品

质量和服务消费仍是消费者申

诉的热点%

家用电器申诉数量位居商

品消费类申诉首位% 消费者申

诉的主要商品有空调$ 手机及

计算机等% 针对空调申诉的主

要问题有& 送到家的机器与购

买时的机器不一致# 有的经销

商存在掉包行为' 购买空调时

承诺的免费安装# 但安装时又

另外收取费用'保修期没过#但

坏了却找不到售后人员维修%

上半年服务消费申诉
#!(

件# 其中涉及电信服务申诉的

'#

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未经消

费者同意擅自开通或以赠送的

方式开通增值业务# 到期难取

消'在举办优惠活动时#对活动

的具体优惠政策不予详细说

明#导致消费者盲目消费#但最

终却无法兑现优惠承诺' 电话

资费不透明#名目繁多#有乱收

费现象%

上半年餐饮服务和修理维

修服务也很突出% 消费者申诉

的主要问题有& 在饭店消费时

发现卫生条件不达标# 或者食

物内有异物' 有些饭店对一次

性餐具依然进行强制性消费 '

消费者购买的电器坏了# 售后

不给予维修等%

此外# 消费者举报主要集

中在商标假冒$ 销售伪劣商品

以及无照经营等方面% 在受理

的举报中#已查处
"%!

件#案值

&%+$'

万元# 罚没金额
$$+*"

万

元%

线索提供%路劝

我市 !"个村庄入选首批省传统村落名录
本报讯 !记者 李一"记者昨日从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我市
#(

个村庄列

入首批河南省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 拥有较

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

落%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

门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

查#在市住建部门上报的基础上#经河南省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

并公示%

据悉# 入选首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共有

'"%

个村落% 我市郸城县丁村乡从楼村$扶

沟县柴岗乡支亭村$扶沟县城关镇西关村$

扶沟县城关镇书院村$ 扶沟县城关镇大寺

村$扶沟县白潭镇三所楼村$扶沟县练寺镇

金村$商水县邓城镇邓城村$沈丘县槐店镇

中心街$沈丘县大邢庄乡申段庄村$太康县

老冢镇谢堂村等
#(

个村落入选首批河南

省传统部落公示名单%

据了解# 凡列入省级以上传统村落名

录$ 符合相关条件的村庄可优先申报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并优先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对违反保护要求

或因保护不力造成传统文化资源破坏的#

有关部门会提出警告并通报批评' 对造成

传统建筑$选址和格局$历史风貌破坏性影

响的#有关部门会发出濒危警示#并取消名

录认定和项目支持#情节严重的#有关部门

将会依法查处%

线索提供%谢艺峰

客户保金莫名$蒸发%

如此!保险"怎能保险#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

!

月
#

日# 刘老先生怀揣喜悦之情去新

华保险公司查询投保情况# 却被

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原本投保

的
(#%%%

元#一年多来#却缩水成

了
$!%%%

元#不但没分成红利#还

少了本金%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

诈* +刘老先生气愤地说#)一年多

了#

(#%%%

元变成
$!%%%

元% 这也

叫分红型保险, +据老先生回忆&

去年
"

月底#他到中国银行!八一

路"存款#在银行大厅里遇到两个

年轻女性向他推销保险% 对方自

称是周口新华保险公司的职员 #

在此由中国银行担保推销保险 %

在对方的极力推销和劝说下 #老

先生被所谓的红双喜)分红型+保

险打动# 把自己仅有的
(#%%%

元

钱拿来买了保险% )我眼花#看不

到条款上写的什么# 她们给我念

了前面的一点# 说是每年都能分

红+#当时#由于老先生患高血压$

糖尿病等造成听力下降的原因 #

对方念的条款没有听清% 而更多

的声明细则# 对方并没有念给老

先生#更没有向老先生解释% 就这

样# 老先生糊里糊涂买下了这份

所谓的)分红型+保险%今年
!

月
#

日上午#由于急等钱用#刘老先生

去新华保险退保% 大厅营业员却

告诉他#如果提前退保#只能退约

$!%%%

元%这让老先生如何都无法

理解#为什么没分成红利#自己投

的保却还少了
$%%%

元, 老先生又

到新华保险公司四楼的银代部询

问# 一位姓柴的经理给予他同样

的解释#说这是保险公司的规定%

记者在刘老先生的保险单上

看到&基本保险金额&

(!$!!

元'保

险期间&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保险费&

(#%%%

元%

保险单背面是基本保险金额现金

价值表&

4

年末#

$&)"%

元'

"

年末#

$!)$%

元'

'

年末#

$)%##

元--

#%

年末#

(!$!!

元% 在老先生留存的

)银代保险专用投保书及授权声

明+上有)

#+

被保险人未患有下列

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的

字样%记者随即拨打新华保险公司

)((&!

客户服务电话 # 客服解释

称&)被保险人患有此类疾病的#不

允许投保%+按声明的要求#刘老先

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是不应该

被投保的%为什么当时签下了这份

保险合同呢, 老先生说&)当时#那

两个保险职员根本没有读过这些

声明#更没有给予相应的解释% +

孝道不能仅靠法律守护
宋海转

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 新法规

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也被

媒体解读为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

律)!不常看望老人属违法$

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孝道!是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传承!是人

性"人情"人伦的根本所在!是我们

绝不能失守的道德底线$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感觉亲情淡漠" 晚年孤

独!(养儿防老)的传统信仰已然破

碎$这种情况下!将(常回家看看写

入法律)!既让人略感欣慰!更让人

颇觉心酸"无奈$

笔者认为! 从根本上来讲!孝

道这个道德底线!不能也不该仅靠

法律守护$

首先 ! 老年人权益要得到根

本保障! 必须得靠子女真正的孝

心 ! 有孝心才能做到真正孝顺 $

而法律的威慑作用很难从根本上

改变人的主观意愿! 被动的孝顺

不仅不能保障老人权益! 甚至会

起到反作用$

其次!新法规定的(不得忽视"

冷落老年人)"(不常看望老人将属

违法)等!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具体

可行的监督机制和详细的衡量标

准$ 再加上我国(家丑不可外扬)"

(家和万事兴) 等等传统思想的使

然!很多老人会选择默默隐忍而很

难主动与子女对簿公堂$ 故而!法

律对不孝行为扬汤止沸尚可!釜底

抽薪很难$

孝敬父母本是人与生俱来的

天性$ 羊跪乳鸦反哺!动物尚且如

此!何况人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反

观当下!如果孝顺沦落到要靠法律

来保障! 亲情冰冷到要靠法理维

持!反映出的是社会道德的滑坡和

人情的冷漠$老人靠法律赐予的天

伦之乐不仅冰冷而且微乎其微!很

难真正温暖老人渴望亲情的心$

法律健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一个标志$ 但(常回家看看)入法!

却让人颇感讽刺$ 法律不是万能

的!守住道德底线+拯救人情人性!

最终还要靠人们自觉遵循并发扬

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真正做到有

孝心"有行动$只有如此!老人权益

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庭"社会才

会真正和谐美好$

但愿孝道入法善莫大焉$

教唆别人去偷车 寻乐
再帮失主去抓贼 逞能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

员 王路遥 " 先是教唆别人去偷

车# 后又告知失主可以帮忙找到

偷车人及车子#结果害人害己% 日

前#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涉

嫌盗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邵

军$李山!化名"%

今年
&

月的一天中午# 邵军

正在路边休息# 拾荒者李山上前

要求施舍% 邵军看拾荒者挺可怜

的#遂掏出一元硬币递了过去% 邵

军本想着会听到一声 )谢谢+#谁

知李山却说&)一块钱#太少了#吃

不饱#多给点吧% +邵军心想&给你

一元钱就不错了#不但不道谢#还

嫌少# 真是可恶% 邵军转身离开

时# 突然想耍耍这个不知好歹的

拾荒者% 邵军指着路边的一辆电

动车对拾荒者说&)看见了吗, 你

把那辆红色电动车推到那边路

口#我给你
#%

块钱 #保证让你吃

饱% +拾荒者李山信以为真#毫不

犹豫地就把那辆电动车推到了指

定的位置% 邵军也跟了过来#并用

工具将电动车打开%

随后# 邵军安排李山&)你推

着车子#就在这#先别动 #我去给

你拿钱#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邵

军回到刚才放电动车的地方问 &

)看看#你们谁的车子丢了, +正在

旁边饭馆吃饭的男青年刘某赶紧

出来察看# 发现自己的电动车丢

了% 邵军对刘某说&)我能帮你找

到偷车人#还能找到车子#不过你

要请我吃饭% +刘某当即答应邵军

的要求并报了警% 邵军领着刘某

及民警找到李山#将李山抓获%

经讯问# 李山供述了事情的

全部经过% 项城市公安局查清事

实之后# 认为邵军和李山构成盗

窃罪的共犯# 遂提请项城市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

我市上周蛋菜价格双双回落
受气温影响本地蔬菜旺长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昨日# 记者从市商务部门了解

到# 受气温影响# 近期本地蔬

菜旺长# 降价上周唱起了 )主

角 +% 监测数据显示 # 上周我

市共有
'(

种生活必需品价格

呈下跌趋势 # 在监测的
#*

个

菜品中 # 有
##

个品种价格下

降# 广大市民的菜篮子变的是

越来越轻了%

)上月初青菜还贵着呢#近

段时间# 本地的青菜都上来了#

价格也是一天比一天低了--+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应季蔬

菜集中上市# 我市几个大点的

蔬菜批发市场内的菜品都非常

丰富# 蔬菜的整体零售均价也

比前一周有所下降% 在监测的

#*

个品种中#西红柿$豆角$洋

葱 $青椒 $苦瓜等
##

个品种价

格都在下降# 价格上涨或持平

的只有白萝卜$土豆$生姜等
!

个品种%

不仅是蔬菜在降# 监测数

据显示#上周#由于我市鸡蛋市

场供应充足以及消费转淡 #鸡

蛋的零售价格已经降到目前的

!

元
,

公斤左右# 同比前一周下

降
'+$#-

%商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分析#随着气温升高$市场需求

低迷# 我市鸡蛋的价格将持续

低位波动# 蔬菜的价格会随着

上市量和品种的增加振荡下

行% 预计后期我市的粮食类$食

用油价格$ 肉类价格仍将是稳

字当头%

!!!!!!

昨日!鹿邑县贾滩乡西高庄村文化大院里!村民们在听讲(二十四孝)图解$ 在县文化部门帮扶指导下!鹿

邑县乡村文化大院逐步成为群众接受教育培训"交流致富信息和文化休闲的场所$ !王广丰 蒋保庆 摄"

文化大院里长见识

是!年份"还是!水分"#

(((部分白酒)出厂年份+问题追踪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陆文军 周琳

53

年茅台售价
66133

元
,

瓶#

53

年五粮

液售价
25111

元
,

瓶#

63

年剑南春售价
7533

元
,

瓶% 一些白酒价格的高低#不知何时起

就与)出厂年份+扯上了关系%

然而#由于年份的标准缺失#加上这方

面监管处于真空状态# 不少名酒的出厂年

份一直是个谜# 有的成立没几年的酒企也

推出了
63

年陈酿%

酒厂未出世&已有年份酒'

有关统计显示# 宿迁市洋河镇御缘酿

酒厂成立
44

年#已出
23

年陈酿'四川泸州

老酒酒业有限公司成立
47

年#已推出泸州

'%

年珍品'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茅山酒业

有限公司成立
63

年#已推出茅台镇百年纯

粮酒等等%

酒窖未出世#年份已久远% 一些酒厂开

张五六年#就公然叫卖十年$二十年的年份

酒#如此令人费解的怪现象#在中国酿酒行

业也可以说见怪不怪# 几乎成了心照不宣

的)行规+%

一位白酒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一些藏

友拿出家里珍藏几十年的酒才是真正的

)年份酒+#而白酒厂家拿出来的)年份酒+

均是勾兑而成的# 其中加入多少那一年份

的基酒#谁也搞不清楚%

)白酒原本是没有年份酒这一概念

的% +上海酿酒工业协会秘书长吴建华说#

年份酒概念过去多用于黄酒# 酒龄高的价

格贵$利润空间大% 上世纪
83

年代#一些商

家将此概念)移植+到白酒#如今这种宣传

已经为整个白酒行业所)钟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坦言 #

由于没有年份标准 # 号称
53

年的陈年白

酒#里面是真正
53

年的基酒放了一勺还是

一滴#或者根本没加#谁也说不清楚#因为

有销路# 年份酒的利润往往是普通产品的

几十倍$上百倍%

例如#郎酒推出了一种)百年郎+酒#每

瓶售价高达
47.1

万元# 很容易让人以为这

是珍藏
433

年的)年份酒+#显得异常珍贵%

然而# 这家公司的官方网站对此产品

介绍说# )百年郎酒系郎酒集团纪念郎酒

诞辰一百周年而推出的一款珍品至尊纪念

酒--百年传承的酿造工艺# 加之数十年

的天宝洞藏存储+#如果消费者以为这是百

年陈酿#那显然上当了%

生意讲信用&酒业靠忽悠'

长期从事进口红酒经营的卡斯特酒业

总经理潘如显告诉记者# 红酒年份可信度

很高# 一般都是以酿酒所用葡萄采摘的年

份为准# 而且规定很严格# 在欧洲一些国

家# 如果红酒年份造假# 可能要负法律责

任%

我国葡萄酒$ 黄酒的国家标准# 对年

份 酒 有 明 确 的 规 定 % 例 如 # 在
9: ;

<46772"2331

黄酒国标中规定# 黄酒的酒

龄按照发酵后的成品原酒在酒坛$ 酒罐等

容器中储存的年限计算' 且销售包装标签

上标注的酒龄# 以勾兑酒的酒龄加权平均

计算# 其中所标注酒龄的基酒不低于
53=

%

但是白酒的国家标准#无论是浓香型$

酱香型还是清香型#都没有年份的规定% 由

于标准缺失#白酒年份标注非常随意% 即使

对其年份进行清理# 也会遭遇到没有标准

的)尴尬+%

)每瓶酒里兑上
5

毫升
53

年的酒#就可

以宣称是
53

年陈酿吗, +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厉曙光说# 由于国家没有标准

规定#文字上很难判定它是否违规'即使想

要追究它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也没有相应

的检测方法作为依据#)对年份酒的认知#

只能依靠消费者的想象% +

吴建华说 &)鉴别酒到底是多少年陈

的#理化指标不一样#而且到底陈酿的含量

多少也很难确认%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

投机取巧$ 以次充好等造假的情况肯定还

会存在#年份酒变成了一场数字游戏% +

涉商业欺诈&应加倍处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副会

长沈怡方建议# 在目前尚无成文法规的情

况下#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工厂成立时间$是

否外购陈酿等基本指标# 判定其年份酒是

否存有违规#并予以处罚%

)据我了解#只有个别酒厂有年份酒的

检测方法% +沈怡方说#国家应制定有关年

份的认定标准#形成统一的监测规范% 各家

白酒企业有自己的特色# 储存过程中的变

化也不一样#因此应加强研究#确定特征性

变化#最终统一检测方法%

)白酒酿制工艺本是一个传统行业#年

份标记应该纳入质量管理体系% +中国酒类

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陈德金说# 应该提高门

槛促进酒企转型# 促使企业将成本用于质

量与安全#而不是造概念$打广告#搞虚假

宣传%

)年份酒概念#更多是商家的噱头% +吴

建华说#中国白酒业的)虚火+应该降一降#

做企业要讲诚信# 消费者也不能盲目相信

广告#更不能轻信所谓)年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