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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楠 通讯员 李少峰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伊川
县交警大队获悉，为进一步强化
道路交通秩序管理，预防和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伊川交警大队
组织约谈辖区10余家重点运输
企业，进一步推动辖区重点运输
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通报会上，伊川交警大队
副教导员王素娟说，重点车辆、

重点驾驶人“违法清零”工作开
展情况。交警大队教导员郭会
斐分析了伊川县目前道路交通
安全行驶，并要求重点运输企
业尽快消除车辆存在的违法情
况，并对存在违法未处理的企
业提出批评。此外，要求重点
运输企业负责人要逐车做好车
辆的维护保养和各项安全检
查，严禁客货运车辆带病上路。

洛阳交警约谈
重点道路运输企业
站外揽客上客，客运企业将面临最高50万元罚款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姜东

本报讯 18日下午，洛阳市
公安局组织洛阳市安监局、洛
阳市交通运输局、洛阳市教育
局等部门召集全市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的道路运输企业进行集
中约谈。洛阳市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全市各客运场
站务必严格落实“实名购票制
度”，交通、公安等部门将从严
查处站外揽客、站外上客和违
规携带货物等违规行为，一经
发现违反规定的客运企业场站
将面临最高50万罚款。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为了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稳定，各运输企业负责
人应严格管理自己的车辆及员
工，并对车辆性能、随车设施等
安全状况开展集中排查，确保
车辆不带病上路。

此外，各运输企业应严格
落实“两客一危”车辆GPS实时
动态监控，对疲劳驾驶、超速行
驶、动态监控人为关闭、客运车
辆夜间违规运输等问题及时进
行纠正并给予处罚。

按照相关规定，各客运场
站务必严格落实“实名购票制

度”，从严审查购票人员，确保
人证相符；交通、公安等部门将
从严查处站外揽客、站外上客
和违规携带货物等违规行为，
坚决取缔经常站外揽客的“客
运黑站点”。

凡是违反相关规定的客运
企业场站，公安机关将依照《反
恐怖主义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顶格处罚，最高将处以50万
元罚款。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凡是企业主体责任、车辆动
态监控、驾驶人和车辆管理等
落实不到位存在隐患的，车辆
存在违法清理率、检验和报废
率低，以及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的问题，要坚决从严处理，该罚
款的罚款，该停办相关业务的
停办，直至整改合格，对问题严
重、隐患突出的，要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下大
力气牵头解决全市校车动态监
控平台建设，以及没有办学资
质的“黑”幼儿园和一些学校使
用没有校车资质的客车、面包
车等“黑”校车接送幼儿问题，
保障幼儿、学生交通安全。

约谈重点运输企业、通报典型违法

伊川交警强化源头化管理

□记者 张鸿飞 文图

本报讯 丹桂飘香迎金秋，
往事如歌纵情唱。10月 22 日
上午，洛阳文学院、《牡丹》杂志
社在龙门文化艺术苑举行《牡
丹》杂志创刊60周年新闻发布
会。

大河报记者在现场获悉，组
委会将于10月29日下午3时，
在洛阳市文化馆隆重举行《牡
丹》杂志创刊60周年庆典朗诵
音乐会。朗诵音乐会以文学桥、
文学路、文学梦为主线，以《牡
丹》杂志各个时期刊发的优秀诗
歌、散文、故事、小说等文学作品
为素材，采用朗诵与诵读为主、
演唱与器乐相辅，亦诵亦歌，用
这种最能直接表达文学作品内
涵、魅力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
把《牡丹》杂志喜迎60华诞庆典
活动推向高潮。总导演赵建勋
称，这是洛阳首次集聚了众多的
优秀作家、优秀作品、优秀语言
艺术家的盛会。

《牡丹》是一份纯文学期刊，

1957年创刊，同年1月出版创刊
号。《牡丹》出版发行时，河南省
有三家文艺刊物，一是省文联的
《奔流》，另一个是郑州市文联的
《百花园》。有资料表明，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牡丹》杂志的期
发量达到了百万份，当时的文学
界盛传着这样一句话：南《青
春》、北《牡丹》。南京的《青春》
杂志、洛阳的《牡丹》杂志，在全
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著名作家李凖先生、张一弓、阎
连科、张宇等都有佳作在《牡丹》
杂志上发表。

洛阳文学院院长、《牡丹》杂
志社社长杨晓红在致辞中说，
《牡丹》杂志从 1957 年创刊至
今，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一
代又一代的《牡丹》人和《牡丹》
的作者、读者，历经了创刊时的
喜悦、停刊时的悲愁、复刊时的
振奋，在这一个个紧要关头，《牡
丹》人不忘初心，不畏艰辛、勇于
开拓、积极进取，甘于坚守，终将
《牡丹》这株幼苗，培育成了植根
河洛大地，巍然屹立于全国纯文

学期刊之林，和文学期刊百花园
中的一朵争芳惊艳的鲜花。《牡
丹》也为洛阳及全国其他地方不
计其数的文学爱好者、青年作家
搭建了一个平台，助推他们由此
进入文学的殿堂，成为洛阳，乃
至全国文学界的名家、大家。

杨晓红说，文化是社会的
根，文学是国家的魂。在经济浪
潮的滚滚洪流中，《牡丹》知道自
己从哪里来，更知道自己要向哪
里去，冷也好、暖也罢，愿大家的
心灵深处，都能留一方天空，安
放我们的根与魂。

洛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牡丹》杂志原主编艺辛在代表
老编辑、老作家发言时说，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我们文艺工作者，正
面临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我们要加倍努力，创作出更
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
大史诗性作品。

艺辛说，人活六十，是人生
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牡丹》杂志
创刊60周年，正是朝气蓬勃、风
华正茂的好时光，希望《牡丹》杂
志砥砺前行，永葆青春。

著名作家阎连科、张宇、李
佩甫、邵丽、何弘等为《牡丹》杂
志创刊60周年发来了贺词。陆
建、董林、李霞、焦景周、陈昌华、
胡中阳、人邻、朱又可等洛阳籍
作家、诗人发来了致贺视频。《诗
刊》《中国诗选刊》《莽原》《天涯》
《福建文学》《作品》《飞天》《清
明》《红豆》《星星》《小小说选刊》
《黄河》等兄弟文学期刊发来了
贺信。

栉风沐雨六十载 春华秋实满甲子

洛阳《牡丹》喜迎60华诞

□记者 章杰 通讯员 王燕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
残联获悉，今年的残疾人职业技
能培训班开课了，目前还有少量
名额，有需要的朋友仍可报名。
此次主要针对的是电子商务类和
实用电器应用与维修这两类。

此次开课内容主要针对电
子商务类和实用电器应用与维修
两种课程，其中电子商务类包含：

电子商务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
操作与使用、淘宝操作与运营
等。实用电器应用与维修包含：
电工用电安全基础知识、电工基
本操作知识、电工技术知识等。

此次课程主要针对初中文
化，心理健康，无癫痫病、精神病
史，生活能够自理，年龄在16~
59周岁，具有电脑操作基础知识
的上肢灵活、视力较好，下肢有
轻度残疾的肢体残疾人或者听

力言语残疾人朋友们。
洛阳市的残疾人朋友们可

先到辖区残联咨询报名，报到时
需携带身份证原件、二代残疾人
证原件、日常生活用品、换洗衣
服、押金100元及2张一寸近期
免冠彩照（办理学员卡用）；培训
班提供被褥。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培训期间的培训费、教材费
和食宿费全部由市残联承担，其
他费用由个人承担。

残疾人朋友注意了
想学电子商务、电工知识的看过来

9月15日，随着商丘最后一
批村村通动力电工程的完成，
标志着商丘供电公司“农网改
造两年攻坚”工程任务的全面
完成。

两年来，在商丘供电公司广
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两年
攻坚”工程投资23.2亿元，共新建
改造10千伏线路2659千米，新
建改造配变台区7004个，容量
110.1万千伏安；新建改造0.4千
伏线路16657.8千米，通电机井
39804眼，智能电表229.94万块，
圆满完成了“两年攻坚”工程建设
任务。

加强管控，确保工程进度

尤其是今年的商丘农网工
程，共涉及中心村121个，贫困村
456个，其他行政村104个，机井
通电 12526 眼，共有单项工程
3161个，被列为政府督导的“十
大民生实事”，工程的顺利建设，
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为此，该公司结合季
节特点、施工设计进度、物资供
应、生产协同等因素，制定总体
施工计划，倒排工期，将单项工程
细化分配到每个供电所及施工
队，并实行按期、逾期奖罚机制，

确保工程“里程碑”计划的顺利完
成。

狠抓管理，保证安全质量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商丘供
电公司认真把握好工程安全、质
量与进度的关系，针对农网工程
点多、面广，参与人员多、结构复
杂等因素，严把施工安全质量
关，确保工程项目的安全和质
量。

公司实行施工现场安全质量
督导制，不定期深入施工现场进
行督导，重点防范近电、倒杆、高

空坠落及深基坑开挖等事故的发
生。对发现的习惯性违章现象严
惩不贷，确保工程施工安全的可
控、在控、能控。该公司充分利用
施工间隙，组织参建人员开展工
程安全、质量、标准工艺等专业培
训，为农网工程建设提供技术保
障。

工程竣工，社会效益显著

9月12日，虞城县李老家乡
袁村寺村的蒋友良，将一台用了
两年的稳压器丢在了杂货间。“电
网改造后，电压稳了，这个稳压器

再也用不到了。”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低电

压”问题，商丘供电公司不断加快
农村电网改造，按照“密布点、短
半径、绝缘化”的农村供电模式，
重点对过负荷变压器进行增容，
对线径细、供电半径长的线路进
行优先改造，进一步优化配电网
结构。同时，针对全市627个贫
困村存在的建设标准低、配电设
备旧、安全性差、供电能力不足等
问题，精准推进贫困县、贫困村电
网改造升级，提升贫困地区供电
能力。

王辉 董孝礼

倾情服务农村发展
——商丘供电公司“农网改造两年攻坚”工程建设纪实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部分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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