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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运，火车站都特别繁忙。在春运大

潮中，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利，铁路职工

不仅立足岗位、默默地为旅客服务，还在他们遇

到突发事件时一次次伸出温暖的双手，演绎了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车站伸援手 病儿终脱险

1月 23日，一名年仅三岁的儿童旅客在
K1321次列车上突然发病，唐河车站伸出援助之
手，为抢救孩子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当天上午 11点左右，唐河车站客运值班员
陈志伟接到 K1321次列车长打来的紧急求救电
话，说一名儿童旅客突发高烧，急需下车送医。

按照列车运行计划，这趟列车下一站是镇平站，

在唐河站并不停靠。考虑到旅客情况危急，陈

志伟一边向上级调度部门汇报，请求在唐河站

临时停车，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由于K1321次是下行列车，按照规定需要停

靠在 3道或者 5道，车站特事特办，将列车临时
停靠在 4道，保证了救护车辆与列车无缝对接。
列车到站后，在铁路工作人员协助下，发病儿童

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最终脱离了危险。

手机忘车上 接力帮找回

1月 22日，一名旅客将手机遗忘在 K258次

列车上。接到求助后，南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和列车乘务人员接力将手机找回。

当天上午10点半，李先生乘坐成都开往天津
的K258次列车在南阳站下车。匆忙之中，李先
生将一部价值2000多元的手机遗忘在了卧铺上。

客运值班员徐序接到旅客求助后，立刻与

列车人员取得联系，按照李先生车票上显示的

有关信息，乘务员顺利地在其铺位下的夹缝里

找到了手机。随后，手机在前方鲁山站进行了

交接，并被返回的列车顺利捎回。就这样，在铁

路职工的接力帮助下，李先生的手机在丢失3小
时后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无独有偶。当天，还有一名旅客乘坐K1387
次列车时也将一部手机遗忘在了列车上，后经

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手机最终完璧归赵。

夹带仿真枪 收缴没商量

1月22日晚上9点多，唐河车站安检人员在对
旅客行李进行“三品”检查时，突然在安检仪屏幕

上发现疑似手枪状可疑物。在执勤民警协助下，

在一名女性旅客的行李中发现了两支仿真手枪。

涉事旅客姓王，河南泌阳人。据王女士说，

她当晚持K468次硬座车票准备前往绍兴，这两
支仿真手枪是她给孩子准备的玩具。根据修

订后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

录》，仿真枪、道具枪均属于违禁品。考虑到王

女士没有主观恶意，铁路警方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并对仿真手枪予以收缴。⑥5

春运人潮涌 故事“一箩筐”

本报讯 （记者黄伟）1月24
日下午，卧龙区就提升文化建设

水平广泛听取我市文化界专家学

者意见建议，并现场聘请周同宾

等 17名文化名人为卧龙区文化
顾问。

座谈中，周同宾等围绕卧龙

文化的研究、挖掘、保护、定位

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们一致认

为，卧龙历史文化厚重，有全国

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特色，对传

统文化的挖掘保护非常有必要。

在历史文化研究与挖掘中，要提

炼文化特色，加大宣传力度，打

造文化亮点，把卧龙历史文化故

事讲好、宣传好。⑥3

挖掘文化亮色 助力卧龙腾飞

据新华社电 应急管理部近

日发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

正式启动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消防员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公开招录消防员 18665
名 ，其 中 ：消 防 救 援 队 伍 招 录

11880名 ，森 林 消 防 队 伍 招 录
6785名。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
式，报名时间为 1月 25日 24时
至 2月 28日 18时。1月 25日以
后，招录对象可登录招录网站

（网址 http://xfyzl.119.gov.cn）查询
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策法规

等信息。⑥4

消防救援队伍 招录工作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秀文 袁

娜） 春节将至，畜、禽肉类商品

进入消费高峰。卧龙区统计局城

调队最新数据调查显示：除了猪

肉的价格有所回落外，牛、羊肉

和禽类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都上

涨了不少。

2018年猪五花肉、去骨后腿
肉和排骨价格每公斤年均分别为

24.44元、26.48元和35.83元，与
2017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了
3.6%、10%和 2%。目前猪五花
肉、去骨后腿肉和排骨价格每公斤

在24元、26元和36元上下波动。
按照惯例，每逢冬季牛、羊

肉的消费都会进入旺季，消费需

求加上节日效应，供需平衡关系

的变化带动了牛、羊肉价格的上

涨。目前羊肉的价格是 84元/公
斤，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6.7个百
分点；牛的去骨统肉价格是70元/
公斤，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6.7个
百分点；牛腱子的价格摸高至每

公斤 76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8.6
个百分点。

需求增加和饲养成本上涨导

致今年家禽市场的价格行情也有

了上涨。

综合来看，今年春节城区居

民在“吃肉”这件事上，估计会

多增加一些支出，近期牛、羊肉

和禽类价格的上涨还将维持一段

时间，价格的明显回落要等到农

历二月份前后才会出现。⑥2

猪肉价格回落 牛羊肉价上涨

据新华社电 为做好2019年春运保障工作，交
管部门联合相关企业启动2019年春运“温暖回家
路”护航服务，并发布“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

对骑摩托车返乡人群提供导航、定位免费维修点

等服务。

2019年春运“温暖回家路”专项服务，由广东、
湖北、安徽、四川等春运重点地区交警总队联合高

德地图，通过警企联动的方式，由相关企业推出

“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针对摩托车、驾车返

乡群众的春运出行，提供安全信息精准发布、安全

路线精准推荐、高峰流量引导调度、违法行为群众

举报、危险事件救援求助等方面的服务。

针对摩托车骑行返乡人群，“回家地图”服务已

经上线了202个春运服务站与75个摩托车免费维修
点的位置信息，用户可通过App查找到身边的春运
服务站和摩托车免费维修点。

此外，对于自驾返乡需求，“回家地图”也开通

了“未来行程规划”等功能，可为驾车群众提供未

来7天某个出行时段的最优路线规划及相应的出
行用时，帮助驾车群众做出智能出行决策。⑥1

2019年春运护航服务启动

骑行返乡可定位免费维修点

大爱无疆�
慰问困难家庭
送去节日问候
本报讯 （记者段平 通讯员胡

丰旺）日前，新野县卫计委组织15
个慰问小组，分别到该县15个乡镇
街道走访慰问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并送去米、面、油、牛奶等慰问品。

慰问组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

与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老人们拉家

常，嘘寒问暖，询问了解他们的身

体、生活和家庭情况，详细了解他们

在生活扶助、情感寄托等方面的困

难，并鼓励他们振作精神，树立积极

乐观的生活信念。慰问组叮嘱老人

们要保重身体，生活中遇到困难要

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并嘱咐随行

的乡镇村社区计划生育干部要继续

关心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及时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困难。⑥6

救治重病孤儿
点燃新生希望
本报讯（记者段平）近日，市社

会福利院将两名出生不到一周、因

患重病被遗弃的婴儿成功送往省儿

童医院救治。因救治及时，两名婴

儿均已脱离危险。

这两名孤儿为一女婴和一男

婴，先后由市公安部门送往市社会

福利院。女婴刚到福利院时先天

性肛门闭锁，经该院医生检查发现，

孩子腹部严重鼓胀，精神萎靡。该

院立即将孩子送往南石医院，因病

情危重，孩子需要马上转院手术。

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又迅速与

洛阳市重症监护中心联系，并派司

机和医生送孩子转院。随后，该女

婴又被转至省儿童医院进行手术。

得知手术成功后，辗转奔波了一天

的福利院工作人员方才放下心来。

无独有偶，一周后，又有一名出生四

五天、也是因肛门闭锁被遗弃的男

婴，由公安机关送到市社会福利

院。有了上次的救援经验，市社会

福利院迅速派出工作人员直接将孩

子送往省儿童医院，当天便进行了

手术治疗。

截至目前，两个孩子都已经做

完一期手术，情况良好。⑥6

开展帮扶慰问
送上社会关爱
本报讯 （记者张苗苗）1月25

日，市慈善总会会同爱心企业河南

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韦可

特实业有限公司，到桐柏县开展“送

温暖、献爱心”活动。

在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困难职工孙丽飞和高玉晓家

中，市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负责

人为他们送去了生活用品和帮扶

慰问金，并向他们送上新春的祝

福。随后，市慈善总会和爱心企

业负责人到安棚镇雷沟村贫困户

薛金龙、薛金周及新集乡栗园村

贫困户刘贵元、刘纪栓等人家中，

为他们送上了棉衣棉被和慰问

金，鼓励他们发展致富，过上幸福

生活。⑥6

本报讯（记者张提 通讯员雷

康）春节临近，市城区各大商圈人

气爆棚，公安民警也加大了巡逻

防控力度。近日，新华派出所民

警就取得了战果：一名多次在街

头行窃的扒手在豪盛百货步行街

落网了。

警服与便装配合，交叉无缝隙

巡逻……在大统百货至红都时代

广场沿线，处处都有新华派出所民

警警惕的眼睛。连日来，一名女子

多次出现在不同失窃现场的监控

画面中，成为民警重点关注的对

象。1月19日20时许，一名居民的
手机在红都时代广场被盗，民警迅

速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行窃嫌疑

人正是之前锁定的瘦小女子。民

警马上兵分两路，分别从红都百货

和大统百货对向出发展开地毯式

搜索。15分钟后，在豪盛百货步行
街中段一服装摊位前，当该女子再

次准备行窃时，便衣民警果断出手

将其抓获。

经讯问，女子王某凤对盗窃行

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近期在附近

多次扒窃的犯罪事实。⑥3

浑水摸鱼 扒手闹市被捉

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近日，

市公安局龙升派出所侦破了一起

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举抓获

14名犯罪嫌疑人。
1月12日15时，龙升派出所辖

区居民郝某报警，称其在网络虚拟

交易平台上被骗578.8元。郝某1
月 9日通过微信认识了网友“梦
瑶”，加入一个微信群。郝某在“梦

瑶”和“奥义分析师-李依诺”的指
引下，扫描二维码下载“澳亿珠宝”

APP并充值578.8元后开始在平台
内交易。郝某刚开始有几笔盈利，

随后很快赔钱，他通过上网搜索得

知被骗。

龙升派出所案件大队先后组

织两批警力赶赴湖南省衡阳市衡

东县等地展开侦破工作，迅速掌握

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地

点和作案流程。

经查，“澳亿珠宝”投资平台是

一个虚假期货平台，犯罪团伙分为

4个小组，每组4人至6人，小组成
员通过群内发布的盈利信息、截

图，诱骗受害人投入资金。

1月18日，龙升派出所民警在
湖南警方的配合下展开收网行动，

抓获梁某、郑某等14名犯罪嫌疑
人，扣押作案车辆3辆，作案手机
80余部、电脑30余台。⑥2

跨省追踪 打掉诈骗团伙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

肖书鼎）近日，桐柏警方成功抓获

化名潜逃16年8个月之久的抢劫
逃犯王某。

2002年5月4日晚，犯罪嫌疑
人王某伙同陶某、芦某、刘某在宛城

区持刀逼住杨某某，并用胶布把杨

某某的嘴、眼封住后，抢走自行车一

辆、现金100余元。案发后王某畏
罪潜逃，后被市公安局上网追逃。

通过排查，警方近日发现王某

化名在禹州市活动，1月 16日上
午，桐柏警方在禹州警方的帮助

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王某对其伙同他人抢劫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⑥3

化名潜逃 十余年后落网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通讯

员高书全） 乔某在废弃工地开黑

加油站，刚干了6天便被民警发
现。1月22日，当事人乔某被唐
河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1月22日下午，唐河县公安
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在社区

走访排查过程中，发现辖区一

废弃工地内有一简易房屋，不

断有车辆进出。民警慢慢靠近

观察，发现一女子正在给汽车

加 油 。 民 警 立 即 上 前 固 定 证

据，并将女子乔某依法传唤到

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审讯，乔某承认了自己非

法储存、销售汽油的违法事实。

民警随后联系相关部门对黑加油

站依法进行拆除。⑥5

排查除患 拆除黑加油站

受有关单位委托，河南公源拍卖有限

公司定于2019年2月12日上午10时在南
阳市张衡路中泰豪生大酒店3楼会议室公
开拍卖位于南阳市文化路和中州路两处房

地产（详情扫一扫）。

河南公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年屠宰200万头生猪项目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建设地点：南阳市内乡县产

业集聚区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项目概要：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年屠宰200万头生猪项
目位于南阳市内乡县产业集聚

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屠宰

间、冷却间、分割车间、冷藏

库、办公及相关附属设施等。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

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

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

关专家。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

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满意，对拟

建项目的建设还有哪些要求与看

法。公众应针对项目建设情况，

客观、公正、真实反映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

式

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

式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1.拨打联系电话。
2.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

方式。

3.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在
环评报告书编写过程中，建设

单位或受委托的环评单位将在

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区域发放公

众意见调查表，必要时也可采

取召开公众听证会的方式征求

公众意见。

四、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

为了充分考虑公众的看法和

意见，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确

保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希望您从

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对项目建

设提出宝贵意见，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工

联系电话：18237753302
通信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

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

电子邮箱：737539416@qq.com

环评单位：南阳市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吕工

联系电话：0377-63893952
电子邮箱： nyhbs2005@163.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环
境影响评价机构或者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具体内容见南阳市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网址——信

息公开栏

http://www.nyshjbhkxyjs.com/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屠宰200万头生猪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益联盟团队筹措善款4000余元，购置了肉、鸡蛋、大米等爱心物资，为新店乡的22户孤寡
老人送去新春的祝福和社会的关爱 ⑥6 本报记者 赵勇 摄

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扶贫帮扶队深入到瓦店镇邓官营村、界中村、

小李庄村，为困难群众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⑥6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张泽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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