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

邹娟
"#$%&' ! !"#$!%&'&()*+,-./%0 ()+,

年
++

月
,1

日 星期五
231

版
!

"#$ %&$

!"# $%&

时政要闻

!"#$%&'()*

筛查我市贫困先心病儿童患者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文
!

图

本报讯 根据中国移动爱 !心"

行动###河南省贫困先心病儿童

救助计划安排$ 在结束了南阳%信

阳%驻马店等市贫困先心病儿童患

者筛查工作之后$省贫困先心病儿

童流动筛查车于
++

月
,,

日驶入

周口& 在接下来的
1

天时间里$医

务人员将在周口市区%太康%郸城$

对我市
+45

名贫困先心病儿童患

者免费进行筛查&

据了解$ 中国移动爱 !心"行

动###河南省贫困先心病儿童救

助计划
6

月初在郑州启动$计划到

,4+1

年年底$对我省
7448774

名具

有手术适应症的贫困先心病儿童

进行免费救治$ 对
7444

名贫困疑

似先心病儿童进行免费筛查&

当日上午$流动筛查车停靠在

市慈善医院门前$来自周口市区及

其周边县市的
76

名贫困先心病儿

童患者逐一接受了医务人员的筛

查!如图"& 排查出的符合救助条件

的贫困先心病儿童$将会接受免费

的手术治疗&

来自商水县固墙镇李华石村
,

岁半的李煜泰$

,4++

年
1

月份被确

诊患上了先心病$由于其家庭难以

筹集高额手术费用$所以李煜泰至

今一直没有进行手术 & 今年
9

月

份$李煜泰的父母得知我省开展了

贫困先心病儿童患者救助活动后$

就报了名& !我们家经济条件有限$

孩子的手术迟迟未做& 今天你们筛

查后$ 孩子如果可以到天津做手

术$我们全家将感恩不尽& "李煜泰

的父亲激动地说&

据了解$此次河南省贫困先心

病儿童救助计划活动由中国移动%

天津泰达医院等爱心单位联合开

展$ 凡我市
4*+7

岁贫困先心病儿

童患者均可得到免费救治 & 早在

,44-

年$市慈善总会便与北京华夏

慈善基金会联系开展了 !爱佑童

心###孤贫先心病患儿手术 "项

目$受助患儿可到项目定点医院天

津泰达医院进行手术&

雨中的!专业"观众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市

二运会青少年组田径赛场上径

赛项目冒雨进行& 雨中$观众寥

寥无几$看台一角的
1

名观众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

攀谈中$记者了解到这
1

名

观众都是周口市区某校体育教

师& 谈到冒雨坚持观看比赛一

事$一位姓李的老师说'!我们从

报纸上了解到市二运会在市体

育场举行后$听说
7

年才举办一

次$我和同事觉得有条件还是要

到现场看看比赛&我们都从事体

育教育$ 来这里可以和带队教

练聊一聊$交流一下教学经验$

希望以后在教学中能多发现一

些好的体育苗子& "当他们看到

男子乙组跳远赛场上$ 一位运

动员跳出
-:74

米的好成绩后 $

李老师告诉记者'!这个成绩对

于青少年组的选手来说很不

错$这个成绩有可能打破我市记

录( "

!现在天气冷$体育场的观

众很少& 没有观众的加油声$很

难刺激运动员进入兴奋状态$不

利于运动员发挥出正常水平&我

们
1

个到场边喊几声加油$希望

能给运动员鼓鼓劲儿( "李老师

和他的同事擦了擦头发上的雨

水笑着说道&

!场外教练"

频频支招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不该这样传球啊$可

不能让他下快攻))"

++

月
,,

日

上午$在市二运会市直组篮球比赛

现场$ 看到球员在赛场上争夺激

烈$一名观众竟然当起了!场外教

练"$频频支招$并不时和同伴议论

比赛过程中队员的得失&

当日上午$记者赶到篮球赛场

时$比赛已进行到第三节& 赛场边

众多默默观战的观众中$一位神情

专注的中年男子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当他看到场上队员出现失误或

投篮不进时$他立刻转身和身边观

众讨论失误原因以及如何正确传

球$才能不让对方抢断*当一方打

进一个漂亮配合$他又会立刻拍手

鼓掌$大声鼓励$并连声说'!快防

守$防止快攻( "

见男子在场边指挥兴奋$记者

上前和其攀谈起来$男子自称是川

汇区居民$今年
7+

岁$高中时就开

始打篮球 $ 平时喜欢看
;<2

比

赛$并经常和朋友一起打球$球场

上$他是一名后卫& 市二运会开赛

后$ 他听说市体育场有篮球比赛$

就和朋友一起到现场助阵$每一场

比赛他都会认真观看& !我出差到

新乡% 郑州等地也看过篮球比赛$

感觉他们的竞技水平很高& 我们的

队员虽不专业$但在赛场上很有激

情))"

!我认为比赛获胜的一方主要

依靠身高优势$控制住内线$另外

跑位积极$快攻打得好& "看完比

赛$该男子总结了获胜球队的取胜

原因$显得颇为专业&

女裁判热身!牛刀小试"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参加比赛的应该

都是男球员$怎么热身时会有一

个女球员在打球+难道她也要上

场+ "

++

月
,,

日上午$在市二运

会市直组篮球赛赛场边$一些观

众看到一名女子和一帮男队员

打球热身时$ 心中不免产生疑

问&

其实$这名女球员不是比赛

队员$而是篮球比赛的一名裁判

员$她叫孙明$是周口师范学院

篮球专业的学生&她和队员打球

热身$不是闲暇时的休闲$而是

为了在执法球赛时$能很快进入

最佳状态$因为她当天要担任比

赛副裁判&

当日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

到$孙明的运球%传球%投篮很有

专业水准$ 她接到队友传球后$

站在外线来了一个三分球$直接

命中& 当看到对方球员进攻$她

立刻跳了起来$伸出手臂前去盖

帽$最终$由于身高原因$她并没

真正触及篮球$可这一动作也干

扰了对方的投篮&在接下来的热

身中$ 她在场上来回奔跑着$丝

毫不见疲惫的感觉&

孙明介绍$ 她是安阳人$初

中就选拔进了校篮球队$高中一

直是校篮球队队员$考大学填志

愿时$ 她毅然选择了篮球专业$

现在篮球已是她生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比赛开始前$ 孙明告诉记

者'!为了在篮球比赛场上执法

时发挥出最佳状态$ 进行赛前

热身很有必要& "

门球!小将" 明年而立
!

晚报记者 李伟 文
!

图

作为市二运会县市区成年

组门球比赛的最大亮点$队伍年

轻化引来了不少观众欣喜的目

光& 在老帅老将们长期统治的

门球场上 $ 二三十岁的新秀成

了一道靓丽风景&

张勇!如图"$

,=

岁$市二运

会西华门球队
7

号球员$也是整

个门球赛事中的最年轻球员&

++

月
,,

日下午开赛之前$ 稍显腼

腆的他接受了记者采访&

张勇坦言$喜欢上门球完全

是平时耳濡目染的结果&不到而

立之年的他已经在西华县委老

干部局工作多年$局办公局域两

块门球场地天天有门球爱好者

习练交锋 $!就是随便看看也能

学几手"&

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张勇也

有年轻化的体育爱好 $ 比如篮

球& 拿篮球和门球对比$张勇说

各有优点 '篮球强调对抗 $门球

强调配合 *篮球强健体魄 $门球

有益身心& 而且要论起战术性$

门球比赛似乎更明显& 年轻人打

门球$更能锻炼思考能力&

虽然多年来天天接触门球$

但张勇却是今年
=

月份才开始进

行系统训练& !就是为了参加二运

会啊$ 如果不是二运会提倡门球

队伍年轻化$ 我这水平还真来不

了& "张勇笑道$!趁这个机会$咱

也当一回宣传大使$ 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人走进门球队伍来& "

市二运会比赛渐入高潮

!刀光棍影"再添 +7金
!

见习记者 姬慧洋

实习生 胡举洋

本报讯
++

月
,,

日的最低

气温虽然只有
7+

$但市体育中

心武术套路比赛馆内$观众却热

情似火&当日是武术套路比赛第

二日$共进行了南拳%太极拳%刀

术%枪术等
7

项比赛$决出
+7

枚

金牌&其中
-

枚金牌落户郸城代

表队$项城%淮阳%川汇区代表队

分别获得两枚金牌$沈丘%商水

代表队各获得
+

枚金牌&截至记

者发稿$郸城代表队以
=

枚金牌

遥遥领先$项城%淮阳代表队以

7

枚金牌暂居第二位$ 沈丘%川

汇区代表队以两枚金牌位列第

三&

武术套路比赛第二日!

规范中央金融企业
负责人职务消费

三部门颁布
+,

项禁令

!!!!!!

据新华社电 记者
++

月
(,

日从财

政部获悉$近日$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

署联合印发办法$明确中央金融企业负

责人职务消费的
,(

项禁止性规定$包括

不得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不得用公款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住宅装

修%物业管理费等&

())-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

从业若干规定-$ 对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明确提出了
.

项禁止性规定& 在此基础

上$三部门颁布,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

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 进一步明确

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
,(

项

禁止性规定$包括'

###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

饰办公场所$或者在企业发生非政策性

亏损或者拖欠职工工资期间$ 购买%更

换公务车辆%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

公用品*

###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

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

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

活费用$ 或者挪用企业的材料物资$修

建和装修个人住宅*

###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

娱乐活动$或者用公款支付非因公的消

费娱乐活动费及礼品费*

###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

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

商业保险或者支付相关费用*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变相

支付各种理疗保健% 运动健身和会所%

俱乐部等费用*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亲属%子女

支付各项费用$或者用公款支付应当由

个人承担的其他费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内

部或到下属企业以及往来单位转移职

务消费支出*

###通过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

物资材料%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等名义

套取现金$用于职务消费支出*

###以各种名义对已配备公务用车

的金融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相关的补贴*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职

务消费行为&

办法还细化了职务消费主要内容&

明确职务消费主要包括公务用车配备

及使用%办公用房配置及使用%通讯费%

差旅费%国.境/外考察培训费%业务招

待费.含礼品/等&

三部门要求$中央金融企业要根据

办法制定和完善具体的实施细则$推动

职务消费公开透明$接受职工的民主监

督$坚决制止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职

务消费行为和奢侈浪费行为&

本办法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河南集中办理拖欠
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
!!!!!!

据新华社电 记者
++

月
((

日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省法院正在

开展!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集中

办理活动$为进城务工人员追讨工资&

这次案件集中办理活动从
,,

月
()

日开始$ 至
(),/

年
,

月
()

日结束& 目

前$全省法院排查出拖欠进城务工人员

工资案件
,)0(

起$涉及当事人
(/-0

人$

涉案金额
.///

万元&

河南省高院要求各级法院采取便

民措施$ 方便进城务工人员参加诉讼$

对于活动中新收的!拖欠进城务工人员

工资案件"$要建立!快立快审"机制$为

进城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

())-

年以来$ 河南省开展了
1

次

!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集中办理

活动$ 共审结和执结此类案件
1(20

起$

为
,.122

名进城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

/3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