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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就在我们身边

2017“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昨日启动
□记者 丁丰林
本报讯 2017 年已步入尾声，在
你身边，有没有哪一件平凡的善举，让
你至今仍在感动？有没有一种平凡而
凝重的力量，一直在激励着你择善而
从？如果有，不妨推荐他们参加 2017
年的
“感动中原”
十大人物评选吧。
昨日上午，2017“ 感动中原”十大
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暨“河南好人”
启动仪式在河南广播大厦举行，河南
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网信办、河南省
文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
电视台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出席了仪
式。仪式现场还特别邀请了 2006 年
感动中国人物、著名排爆专家王百姓，
2016 年感动中原群体郑州人民医院
八位网红护士的代表马丹，分别讲述
了各自在获奖前后的心路历程。
作为弘扬河南人精神的重要人文
品牌活动，从 2005 年开始，
“ 感动中
原”活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2 届，
先后评选出了 120 多个先进典型人物
和英雄群体，全面展示了河南人的良
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2017 年 度 的“ 感 动 中 原 十 大 人
物”评选活动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河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具体承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
播电视台所属媒体共同协办。今年活
动的评选方式仍延续往年的做法，活
动参选条件和范围与往年相同，按推
荐、初评、公示投票、终评、表彰五个阶
段进行。推荐方式分为组织推荐、群
众推荐和个人自荐。其中，群众推荐
和个人自荐的人物可由当地所在社
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直接向组委
会推荐。河南籍个人或由河南籍个人
组成的集体均可参与评选，非河南籍
人士，只要与河南有较大关联，事迹突
出，影响面广，充分体现河南人文精神
的个人或集体亦可参与评选。
为了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由河南省委宣传部开展
的一项新的人文精神品牌活动——河
南好人，也在昨日启动。
“河南好人”通
过开设河南好人专栏专题、新媒体宣
传推广、公益展览等多种形式，对我省
出现的好人好事、凡人善举等先进事
迹，随时发现，随时推出。
“ 河南好人”
要成为和“感动中原”互为补充、交相
辉映的公益活动品牌，共同构建我省
先进典型宣传推介的长效机制。

“感动中原”人物推荐方式
1.
“感动热线”:0371—65887082；
2.发送电子邮件：
gandongzhongyuan@163.com；
3.信件邮寄地址：郑州市花园路 18 号，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
中原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收，
邮编：
450008。
（推荐表格可登录大河网、映象网或都市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都市频
道”
下载填写。
）

我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摊贩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卖奶茶用水不达标
最高或可罚万元
□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9 月底，省
人大常委会曾首次审议《河南省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小经营店和食品
摊贩管理办法（草案）》。昨日，记者从
省人大常委会获悉，一审修改后的《河
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
理办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同时向市民
征求意见。记者对比一审稿发现，此
次对部分违法行为处罚再次加码。
记者发现征求意见稿变化最大的
就是“法律责任”一章，对食品安全违
法的处罚更为严厉。征求意见稿规
定，小作坊、小经营店未经许可擅自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一 审 稿 中 这 一 罚 款 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小作坊
和小经营店禁止生产的食品包括：乳
制品、白酒、罐头、过冬食品；专供婴幼
儿、老年人、病人、孕产妇等特定人群
的食品；声称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等。
对于违反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销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
的食品和食品原料，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此前,一审稿规定的
处罚标准为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此外，记者发现此次征求意见稿
的规定也更加细致。比如：街头巷尾
售卖豆浆、奶茶等饮品的小店，如果用
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话，最高或面临 1 万元的罚款。
征求意见稿规定，小摊点有经营
霉变、腐败变质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和要求的食品，用水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使
用禁止使用的原料生产加工食品，违
反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或者添加食
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等行为，由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
没收不符合标准的食品和食品原料，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此
前，一审稿对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标
准为 500 元以上、5000 元以下。
此外，征求意见稿新增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要建立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
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依法向社
会公开并实时更新；对有不良信用记
录的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增加
监督检查频次。

11 月 12 日之前，
可以提建议
据了解，如果您对征求意见稿有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 11 月 12 日之
前反馈至省人大常委会。邮寄地址：郑州市纬二路五号法工委法规一
处，
邮编：
450003；传真：0371-65900505；电子邮箱：hnrdfgyc@163.com。

第二十三届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昨天开幕

十大展区商品等你来
“淘”宝

顾客在进口商品展区品尝食物

□记者 王磊 文 白周峰 摄影
本报讯“有人摁门铃，猫眼自动拍摄
照片，发到你手机上……”昨天上午，第二
十三届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在智能家居展台附近，不
少顾客被智能猫眼吸引。
第二十三届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于
10 月 12 日~15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本届郑交会进口商品展区展出面积
获得突破，展出面积达到 17000 平方米，
参展商品来自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等地，
海外参展企业超过 500 家。来自俄罗斯

的面包、蜂蜜很受欢迎，意大利服装也受
到很多爱美女士的青睐。
此次郑交会还重点开发与新兴产业
密切相关的专业展区，同时积极布局新兴
朝阳产业展区。
据悉，本届展会展览面积 8 万平方米，
其中室内展览面积 6.5 万平方米，室外展
览面积 1.5 万平方米。划分为进口商品、
电子商务、智能家居、渔具及垂钓装备、茶
叶茶具、汽车用品、特色食品、民族商品、
珠宝、汽车等 10 个展区。

2017 年河南省公务员考试安排发布

明年应届毕业生或能报考省考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10 月 12 日，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 2017 年统一考试
录用公务员工作预告，根据安排，2017 年
河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为 11 月 3 日
至 11 月 7 日，
笔试时间为 12 月 16 日。
“今年省考招录时间比去年略有提

前，预计 10 月底会发布招考公告，报名结
束至笔试时间周期依然维持在40天左右。
”
据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李浩介绍。
他表示，按照往年河南省考招录周
期，此次面试工作将于 2018 年 3 月底或 4
月初进行，整个招录工作将于 2018 年 6
月左右结束，届时，2018 年应届毕业生也
将毕业，
很大几率可以参加此次省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