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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信举报违法犯罪 最高奖5万元
即日起郑州市民可通过微信举报涉黑、涉外、涉毒、涉黄涉赌涉食药等5类违法线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张芳冰

本报讯 现在，动动手指，
市民可通过微信举报违法犯罪
行为了，最高还能获得5万元
奖励！为鼓励郑州市民广泛搜
集违法犯罪线索，郑州警民通

“举报中心”6月12日正式上
线，可接受交通违法、涉黑、涉
外、涉毒、涉黄涉赌涉食药等5
类违法线索的举报。

记者注意到，按照操作流
程，市民只需要点击“郑州警
民通”微信公众号，几步简单
操作就能将不法行为告知警
方。

据郑州警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群众可以24小时举报，
并实时查询进度。公安机关
查证属实后，还将根据相关规
定予以奖励50元~5万元。需
要注意的是，市民只有实名制
举报才能获得奖励，如果选择
匿名举报，就无法获得奖励。
另外，交通违法方面的举报奖
励较为例外，每位市民每月最
多可领取5次奖励。公安机
关表示，他们对实名举报的用
户信息将严格保密。

据介绍，“郑州警民通”微
信便民服务平台自2018年1
月10日上线以来，已累计开
通便民服务功能167项，为群
众提供网上服务 5800 万余
次，“面对面咨询”服务6万余
次，市民网上预约业务7万余
次，群众办事跑趟次数下降
80%。

郑州警方介绍，市民举报
范围，可分为5大类：

一、交通违法举报范围主
要有：机动车压线、逆行、走非
机动车道、走BRT车道、闯红
灯等类型的交通违法行为。

二、涉外违法举报范围主
要有：偷越国（边）境或组织他
人偷越国（边）境，骗取出境证
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
证件或出售出入境证件，外国
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
就业等违法犯罪线索。

三、涉毒违法举报范围主
要有：吸食、注射毒品的；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走私，非法运输、买卖易制毒
化学品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的；在逃重特大毒品犯罪嫌
疑人线索等违法犯罪线索。

四、涉黄、涉赌、涉食药违
法举报范围主要有：食品、药
品、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线索；
黄、赌违法犯罪线索，其他危
及社会治安的线索；危爆物
品，涉枪、涉爆、涉刀、涉剧毒
物品等违法犯罪线索。

五、涉黑、涉恶违法举报
范围主要有：把持和操纵基层
政权、侵吞农村集体财产，敲
诈勒索周边厂矿企业、强揽工
程的“黑村官”及“幕后推手”；
采用贿赂、暴力、欺骗、威胁等
手段干扰破坏农村基层换届
选举的黑恶势力以及其他类
型的涉黑违法犯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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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每年为白洋淀补水1.1亿吨

聚焦黄河生态带

见证出彩河南

栾川当街殴打老师案开庭

公诉方认为常某行为构成犯罪
本报讯 2019 年 6 月 12

日，栾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了常仁尧寻衅滋事
一案。栾川县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常
仁尧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
讼。

栾川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年7月份一天的下午，被
告人常仁尧驾驶自己的黑色
越野车与同村的潘某某外出
钓鱼，当车行驶至S328省道
栾川乡双堂村19号界碑附近
时，遇见骑电动车经过的张某
某（系常仁尧初二时的班主

任，现任某中学老师）。常仁
尧回想起上学时所受体罚，心
生恼怒，在准备上前拦截时，
将手机交给随行的潘某某录
制视频。之后，常仁尧拦下张
某某，对其辱骂、指责，扇其耳
光，又朝其脸部猛击一拳，并
将其电动车踏翻在地，朝其胸
部、腹部击打两拳。后在围观
群众劝说下，常仁尧住手。随
后，常仁尧将录制视频传播他
人观看，导致该视频在网上被
广泛传播报道，严重影响张某
某的工作、生活及家庭安宁，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严重

破坏了社会秩序。公诉机关
认为，常仁尧的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
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
有关证据，被告人常仁尧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常仁尧进行了最后陈述。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
记者、社会各界群众及被告人
部分亲属等50余人旁听了庭
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本报讯 一泓河水北上，
从河南，到河北，从濮阳，到雄
安新区的白洋淀。“聚焦黄河
生态带 见证出彩河南”网络
主题活动采访团来到濮阳市
渠村引黄入冀补淀渠首闸，该
工程自河南省濮阳县渠村引
黄闸取水，途经河南河北两省
的6市26个县（市、区），最终
进入白洋淀，每年可向白洋淀
补水1.1亿立方米。

据了解，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建设初衷是为
了缓解河北用水之困。工程
跨越黄河、海河两大流域，自
河南省濮阳县渠村引黄闸取
水，途经河南河北两省的濮阳
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
沧州市、保定市 6市 26个县
（市、区），最终进入白洋淀。

工程线路总长482公里，
其中河南境内为84公里，河
北境内为398公里，惠及沿线
465万亩土地。2017年4月，
国家出台雄安新区战略，让这

项工程拥有了更加宏大的历
史使命：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
坚实的水资源保障。

在引黄入冀补淀受水区
26个县（市、区）中有21个担
负着粮食增产任务，其中纳
入国家“1000亿斤粮食规划”
的有8个县（市、区），纳入省
级粮食增产核心区的有13个
县（市、区）。该地区目前亩产
较低，建设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对保障粮食安全有重大意
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张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吉小平 袁敏

“香港传媒学子中原行”
在郑州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本 报 讯 6 月 12 日 ，
“2019范长江行动——香港
传媒学子中原行”活动启动
仪式在郑州举行。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江凌，香港大公
文汇传媒集团总编辑李大宏
以及来自香港和内地的20
余名传媒学子参与启动仪
式。

“范长江行动”于2014
年由香港大公报发起。该活
动每年组织香港传媒大学生
秉承范长江精神，以香港人
视角讲述内地故事，多年来
有近300名香港学生参加。
2017年开始，“范长江行动”
开辟中原行活动，让香港学
子在实地采访中了解河南灿
烂的文化，感受改革开放所
带来的巨大变化。

未来7天里，来自香港

树仁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香港珠海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15
名传媒学生，将与河南高校
的8位同学一起，分赴郑州、
新乡、鹤壁、濮阳、安阳、焦作
等地采访。

“今年的采访主题是‘乡
村振兴’。此次中原行活动，
学子们不仅能与改革先锋吴
金印面对面采访，还能亲身
感受产业振兴为农村与农民
带来的发展与变化，更能切
身体会到厚重河南是如何实
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李大
宏说，“希望香港学子此行能
探寻河南的发展变化，珍惜
难得机遇，像新闻前辈范长
江那样，一边行走，一边观
察，一边思考，写出最新最美
的篇章。”

郑州“大四环”高架主线
6月底贯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陈英阁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大
河路快速化工程第八标段施
工现场了解到，由郑州市市
政工程总公司承建的博学路
段（大河路上跨博学路桥）6
月10日晚实现贯通，预计6
月 15日还将实现上跨鸿苑
路桥的贯通，向“6·30”高架
主线贯通的目标大步迈进。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
快速化工程由大河路、东四
环、南四环及西四环组成闭
合环线，大河路快速化工程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

占投资规模和工程量较大。
据了解，大河路设计范

围内路线全长约25.7千米，
途经惠济区、金水区。该项
目西四环-东三环（107 辅
道）段采用高架快速路形式，
高架快速路、地面主干路均
为双向八车道；东三环（107
辅道）一东四环段采用双向
十车道地面快速路形式。此
外，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共设
置两座独立跨线桥，分别为
上跨博学路桥和上跨鸿苑路
桥。

漯河市源汇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五纪检组联合该区残联，
定期对助残资金和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护航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图为6月11日，工作人员到
空冢郭镇前朱村苗爱云家中，核查助残资金发放情况。（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娄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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