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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效果显著的成绩单：6 月 25 日
至 7 月 25 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新乡市委
首轮三个巡察组共受理各类信访举报 2117
件，截至 7 月底，已全部移交转办，其中办结
1684 件，党政纪处分 101 人，立案 88 人，其中
县级干部 3 人，形成强烈震慑效果。

自省委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动员部署
会之后，新乡市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强力
推进，于 6月 25日至 7月 25日对辉县市、原阳
县和新乡市人防办开展了首轮巡察。各巡察
组坚持聚焦中心、剑指问题，紧紧围绕“四个
着力”，查出一批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同时坚
持立巡立查、快查快办，一批违纪违法干部被
查处，实现了首战必胜的预期目标。

“‘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的现象依然存在；民主集中制贯彻不
力，干部人事管理不规范；执行财经纪律不
严格，财务管理混乱；政企职责不分，人防协
会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办企业。”这是市委第
一巡察组对新乡市人防办的情况反馈。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到
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

‘四风’问题依然突出；落实民主集中制和干
部选拔任用制度不规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这是市委第二巡察
组对原阳县的情况反馈。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存在
的问题比较突出；‘两个责任’履行不到位；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问题
不深入；选人用人程序不够严格；一些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
是市委第三巡察组对辉县市的情况反馈。

为找准被巡察单位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并剖析出症结所在，新乡市委各巡察组充分
准备，有的放矢，集中火力，精准发力，为巡
察工作取得实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前摸排找问题。在巡察开展伊始，新
乡市委巡察办就专门向信访、审计、财政、组
织、公安等部门发函，收集被巡察地方（单
位）群众举报问题线索和领导干部违法违纪
问题信息，分别转交三个巡察组，使他们“手
中有料”，有备而去。

盯住重点找问题。坚持牢牢盯住重点
人、重点事和重点领域。如驻原阳县巡察组
紧紧盯住县处级领导干部和正科级“一把
手”，突出对民生领域资金使用、“四风”等方
面的问题展开重点巡察。驻辉县市巡察组
瞄准城建、农林水 2 个重点领域，调阅十多
个单位的账目和执法卷宗进行深入查看，从
中发现问题线索。

广开渠道找问题。巡察期间，三个巡察

组通过调查问卷、个别谈话、召开各类座谈
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驻辉县巡察
组和原阳巡察组在常规设置举报渠道的基
础上，还在县城休闲广场、购物广场、汽车站
等人流密集处设置举报信箱，并粘贴上其他
举报渠道。

戒尺在手，利剑高悬。根据巡察组移交
的问题线索，新乡市纪委对涉嫌严重违纪的
辉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甘桂玲，辉县市副市
长秦春明，原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程天
胜实施“双规”。原阳县纪委对县公安局巡
防大队教导员董秀霞实施“双规”。辉县市
纪委对张村乡杨圪垱村原支部委员赵永铖
实施“双规”……

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新乡市委巡察办
要求各被巡察单位建立整改责任清单制度、
整改问题背书制度和整改事项销号制度，确
保责任到位、整改到位。③6

新乡：精准发力 让问题无处藏身
□本报记者 李旭兵

本报通讯员 申 磊 王海玲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实习生
闵 玥）11 月 13 日，记者从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我省又有两条高速公
路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定于
11 月 16 日正式通车运营。

据了解，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
河南范县段是国家交通主干线——
济（南）广（州）高速公路穿过河南境
内的一段，该路线北起德上高速公
路山东聊城段，南接山东鄄城黄河
桥北岸，全长 19.605 公里。全线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
设计行车速度120公里/小时。

南林高速豫鲁省界至南乐段
东起豫鲁两省交界处的徒骇河，西
至大广高速青石磙枢纽互通立交，
与已建成的南林高速安阳至南乐

段连接。路线全长 33.515 公里。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
计标准，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

据悉，这两条高速公路项目均
是由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
心出资建设，位于濮阳市境内，分
别从南北、东西方向与山东省连
接，是我省与山东省高速公路网连
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项目的建成通车进一步
打通了我省和山东省间省际通道，
对于完善省际运输通道，充分发挥
高速路网综合效益，构建我省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对进一步发挥河南
区域交通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
说。③11

豫鲁新增省际运输通道
德上高速范县段、南林高速豫鲁省界至

南乐段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栾 姗）“我单
位郑重承诺采购、储备低硫优质
煤，保证入炉煤全硫含量小于或等
于 0.5%，确保达标排放。”11 月 12
日，郑州市环保系统冬防工作会议
上，55 家重点大气排污单位签署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承诺书》，承诺
未达标排放就实施停产治理。

今年上半年，郑州市空气优
良天数仅为 39 天，空气质量不断
恶 化 。 在 社 会 各 界 的 共 同 努 力
下，三季度达到 59 天，呈现出逐步
好转的态势。特别是进入 10 月份
以来，优良天数达到 18 天，较去年
同期增加 8 天，PM10 和 PM2.5 浓
度同比都有明显下降，其中 PM10
下降 13%、PM2.5 降幅达到 37.8%。

目 前 ，郑 州 市 年 燃 煤 总 量

3000 万吨，燃煤消耗高于北京、石
家庄等城市。伴随着供暖季的来
临，用煤量特别是民用煤总量增
加，煤烟污染对大气环境质量的
影响逐渐显现，郑州历年冬季静
稳天气多，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大
气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郑州市环保
局与所有煤炭电厂、水泥厂和 10
家碳素、10 家耐材企业及拓洋实
业、福满多等 55 家重点大气排污
单位签订《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承
诺书》，督促各重点企业就“冬防”
工作进行公开承诺。

据悉，郑州市环保局将在线
监控重点大气排污单位，凡违反
承诺的单位，依法顶格处罚，实施
停产治理。③6

郑州市 55 家重点大气排污单位签署承诺书

排放不达标就停产治理

本报讯（记者吴 烨 谢建晓）
11 月 13 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爆
炸垮塌案一审在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主犯张根林被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2013年2月1日，连霍高速公路
义昌大桥因经过车辆发生爆炸垮塌，
造成14人死亡、2人重伤、4人轻伤、2
人轻微伤，车辆及货物损失 1016.5
万元。经检验，爆炸车辆所载的“土
地雷”属于含烟火药的爆炸物，所
载的开天雷属于严重不合格品。

法庭经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张
根林、薛运芳、翟工厂犯非法制造
爆炸物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数罪

并罚，分别判处张根林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判处薛运
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判处翟工
厂有期徒刑 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被告人郭转玲、唐进虎、
唐雪琴犯危险物品肇事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三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
告人唐振生犯危险物品肇事罪，免
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张保林犯假冒
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张根林、薛运
芳当庭表示上诉。③11

连霍高速义昌大桥
爆炸垮塌案宣判

■巡视进行时·巡察篇③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 实习生魏宇麒）
11 月 12 日，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办获悉，
2014 年度《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
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规划》实施
情况考核结果近日公布，我省考核结
果最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包括我省
及湖北、陕西。在省内涉及淅川县、西峡
县、内乡县、栾川县、卢氏县、邓州市，流
域总面积为 7815 平方公里，其中划定的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 1596 平方公里。

作为核心水源地，我省在治污染、保
水质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已累计关停

并转污染企业 1000 多家，并率先取缔了
黄姜种植和加工产业，水源区的每个县
市、每个乡镇都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和垃
圾处理场。已建成南水北调中线生态带
320 多公里，9 万多亩，占任务的 50%。
据 2014 年逐月水质监测结果，我省的考
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6.5％，在豫鄂陕
三省中排名第一。

在前两次考核中，我省的评定结果
在三省中均为最优。按照《规划》，具体
项目为 542 个,其中水污染防治项目 435
个，水土保持项目 107 个，我省的 181 个
项目已顺利完成。③1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大考”

我省连续三次夺魁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11 月 13 日，记者从
省南水北调办获悉，漯河市区居民近日喝上了
远道而来的丹江水，全省市区用上丹江水的省
辖市已增至 7 个。

历经 1 个多月紧张的通水准备工作后，11
月 9 日上午，漯河市区二水厂顺利实现试通水，
清清丹江水注入城市供水管网，流向千家万
户。漯河市承接南水北调水源的水厂共 7 个，
舞阳县水厂和临颍县一水厂已分别于今年 2
月、10 月通水。

目前，漯河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已基本建
成，尾工主要是市区段穿越沙河工程，正在加
紧施工，市区四水厂预计 11 月中下旬也可实现
通水。今后，丹江水将成为漯河市的主要饮用
水源。

随着漯河市区二水厂试通水，目前市区用
上丹江水的省辖市已达 7 个，其余 6 个为平顶
山、许昌、郑州、新乡、鹤壁、濮阳。截至 10 月 31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个水量调度年度顺利
结束，我省共引丹江水 7.38 亿立方米。③11

漯河市区居民喝上丹江水

本报讯 （记者郭 戈）11 月 13 日，中原股
权交易中心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
郑州正式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更高
层次上实现资源共享、产品融合，充分发挥“资
本+保险”的强大优势，持续探索金融服务我省
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

据悉，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是省政府批准
成立的省级区域性股权交易场所，承担着我
省中小企业“百千万”成长工程和农业龙头企
业培育孵化的重要职能。而中原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是我省首家保险法人机构，以政
策性农业保险为基本，以商业保险为补充，防
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促进我省粮食生产
核心区建设。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当前全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6000 家，农业品
牌接近 700 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 3 万多
家，两家“豫”字号金融机构的合作将推进“三
农”工作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③11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 实习生魏宇麒）最
近受到静稳天气条件的影响，雾霾笼罩在许
多城市的上空。这时候，大家最盼望的就是
冷空气、降水和大风了。11月 13日，记者从省
气象台了解到，下周我省就将迎来两轮冷空
气，相伴而来的还有两次不算太大的降水。

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下周二到
周三、下周六到周日，先后有两轮冷空气影
响我省，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
偏 低 ，西 部 山 区 和 北 部 的 周 平 均 气 温 为
6℃～7℃，其他地区为 8℃～10℃。西部山区
极端最低气温将降到 0°C 左右。

与此同时，全省还将迎来两次降水天气
过程。预计下周我省周平均降水量略高于常
年同期。下周二到周三，全省阴天，大部分地
区有小到中雨；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4 级左
右东北风。下周六到周日，全省又会有一次
小雨天气过程，同时会刮起 4 级左右的偏北
风，气温再次有所下降。③7

下周两轮冷空气来袭

中原股权“牵手”中原农险

11 月 13 日，郑州市纬一路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们来到紫荆山公
园。孩子们通过辨识、捡拾各种颜色的树叶与果实，发挥想象用文字和
拼贴画，把心目中的彩色冬天“留”在画中。⑤4 王 铮 张红杰 摄

11 月 10 日，鹤壁市淇县的河南新纯
服装有限公司的男缝纫工正在车间忙
碌。随着服装行业从沿海向内地大量转
移，女缝纫工出现短缺现象，越来越多的
男性加入到缝纫一线的工作中，受到厂
家青睐。⑤4 张 涛 摄

服装企业的
男缝纫工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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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洛阳隋唐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隋唐城公司”）30%股权通过洛阳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隋唐城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注册资

本 20000 万元，位于洛阳市中州中路 17 老城区政府
7 楼，经营范围：文化旅游、地产项目开发及运营，房
地产开发经营，旧城改造，装修装潢工程施工，房地
产经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
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现有职工 20 人。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产权构成情况
河南省国控保障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隋

唐城公司 70%股权，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隋唐城公司 30%股权。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经隋唐城公司股东会决

议通过，并经洛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洛
国资[2015]64 号）批准。

四、转让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数据

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经洛阳明鉴会计师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审 计 的 隋 唐 城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10450.82 万元，负债总额 130.32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320.50 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经洛阳明诚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的隋唐城公

司总资产为 10451.33 万元，总负债为 130.32 万元，
净资产为 10321.01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洛阳市国
资委备案。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企业法人。
2.一次性支付股权交易价款。
3.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挂牌价及交易方式
隋唐城公司 30%股权挂牌价 3096.303 万元，保

证金 930 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未确认申购资格
或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成交之后 3 个工作日签
订股权交易合同，合同签订后保证金转为成交价
款，余款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公告期自见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资格意向受让方，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八、联系方式
地址：洛阳市洛阳会展中心 A 区 4 楼 422 室
网址：www.lyggzyjy.cn
电话：0379- 69921073
联系人：李先生 邱先生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11月13日

洛阳隋唐文化建设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公告
洛公交易产权[2015]32号

“哇，中了大奖一个月才来领奖，真是淡
定啊!”深圳福彩兑奖大厅工作人员发出感
叹。11 月 10 日下午，一位 40 岁出头的男性
彩民走进深圳福彩兑奖大厅，缓缓拿出彩票
办理兑奖手续，工作人员验证彩票时才得知
这是一张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票，是 10 月 11
日晚，双色球游戏第 2015119 期中出的大奖，
来自南山区学府路 4-19 号第 83810005 投注
站，中奖票为 112 元的 8+2 全复式自选票，总
奖金达 752 万多元。

据了解，大奖得主唐先生是广东人，从
事建筑行业，平时喜欢购买福利彩票，“彩
龄”有十多年了，只要工作闲暇之余就会到
投注站去买上几注彩票碰碰运气，偶然还会
在投注站呆上一会看看走势图和销售员聊

聊“彩经”。唐先生购买彩票喜欢自选机选
双管齐下，每次投入几十元至百元不等，四
五年前有一期因为有急事没买成彩票，那期
自选的心怡号码就开出了一等奖，所以这次
中的一等奖，唐先生说是迟到的大奖。

问及时隔一个月才来兑奖，唐先生表
示，最近赶工程特别忙，没时间去投注站买
彩票，刚好 11 月 10 日吃饭的时候路过一家
投注站就进去了，顺手核对彩票中奖情况才
知道自己中了大奖，接着就马上从南山赶过
来福彩中心兑奖了。

对于中奖后的奖金，唐先生说他的家乡在
广东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交通非常不便，
每次回老家都很波折，自己将会拿出一部分钱
为家乡修一条路，希望能为家乡做点贡献。

11 月 12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5133 期开奖。当期开
出的红球为 02、03、13、20、22、24，蓝球为 15。

2015 年双色球 6 亿元大派奖已进入第三周，第 2015133 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3 注，单注奖金为 1500 万元（含加奖 500 万元）；二等奖开出
78注，单注金额 32万元。计奖后，奖池金额达 10亿多元，本
周派奖奖金已派出 5000 万元，剩余 8000 万元，剩余派奖奖
金自动滚入至第 2015134期一等奖派奖。

双色球第 2015133期头奖开出 3注，单注奖金为 1500万
元（含加奖 500万元），花落 3地。其中，河北 1注，浙江 1注，
四川 1注。

当期二等奖开出78注，单注奖金为32万多元。其中，湖南
彩民揽13注，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注数最多的地区；广东（不
含深圳）7注，排名第二；贵州6注，排名第三；陕西5注，排名第
四；此外，其他中出二等奖的地区中奖注数均在5注以下。

双色球第 2015133 期头奖 3 注，单注奖金为 1500 万元
（含加奖奖金 500 万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0 亿
多元。

此外，双色球 6亿元大派奖火热开启，本周 1.3亿元派奖
奖金派出 5000 万元，剩余 8000 万元，按本次派奖规则，剩余
派奖奖金自动滚入至第 2015134期一等奖派奖，由当期所有
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元，
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元中得 1500万元。

深圳彩民中双色球752万 要为家乡做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