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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艺 摄影报道

11月 20日，在卢氏县横涧乡马庄河村，红透的山
茱萸把这里装扮得非常喜庆。勤劳的农家人忙着收
获，也营造出山村特有的乡愁。⑨6

▲山茱萸扮靓乡村▲

享受丰收的喜悦

山茱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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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11月 21日，记者见到路冬梅时，
她正穿着白大褂，通过显微镜仔细查
看一枚红色印文。

“今天刚上班，就从办案民警手中
接到了这个装有 13 枚印文的物证
袋。这是一家涉嫌诈骗的民营公司的
印文，我的任务就是鉴别每一枚印文
的真伪，然后出具鉴定书，为案件侦破
服务。”路冬梅告诉记者。

从警30年的路冬梅是省公安厅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工程
师。她在中原警界赫赫有名，是声纹文
件检验方面的专家，曾被公安部聘为全
国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前不久，她还作
为党代表参加了省第十次党代会。

“我的工作在外人看来比较枯燥，
但我热爱这份工作。”路冬梅说，她经
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透过
蛛丝马迹为侦破案件锁定证据。

犯罪嫌疑人刘某伙同银行工作人
员以高息为诱饵，非法吸收巨额存款，
案件涉及金融凭证、银行单据上千张，
检验项目真假混在一起，辨别难度相

当大。路冬梅和科室人员一起对着笔
迹印章整整看了 31天。由于长时间
在显微镜下检验，路冬梅的眼睛发炎
红肿，但这丝毫也没影响到她的工
作。晚上验、周六周日加班查，他们共
检验了386枚印文、56份笔迹，出具了
一份客观公正的鉴定结果，为案件侦
破提供了有力证据，促使银行及时进
行了兑付。

“我要用专业技能来还原真相，维
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路冬梅说，一份
看似寻常的鉴定，往往决定一个人的
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

于某因一起案件被判刑。该案需
要对土地证上于某的签名进行检验，
签名的真伪关系到此案的定性。路冬
梅经过反复甄别，认定签名是假的，法
院依据鉴定改判于某无罪。在此过程
中，路冬梅还通过笔迹检验找到了伪
造于某签名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并最
终使逍遥法外的杜某归案。

路冬梅表示，在刑事技术岗位上，
她将继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
断提高专业水平，不辱警察使命，为社
会的公平正义贡献力量。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
11月21日 ，从省地矿局传来消息，该
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承担的我省崤
山东部银钨金多金属预查项目取得重
大进展，提交银多金属矿普查基地 4
处，预计可提交资源量银1175吨。

此矿是在我省崤山地区发现的最
大一处银矿。项目预查区位于河南省
崤山地区东部。今年10月，项目报告
通过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

本次预查主要评价了洛宁县中河
银多金属矿区等7个矿区共14条含构
造蚀变带，圈定矿体 65 个，其中银、
铅、锌矿体 49个，预计可提交资源量
银 1175 吨、铅 271953 吨、锌 309748
吨，提交银多金属矿普查基地 4 处。
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院长李
永超表示，通过项目工作的开展，崤山
东部有望成为豫西地区新的重要有色
贵金属基地。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21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紧急提
醒，近日有不法分子假借人社部门、
12333 服务热线、社保卡管理中心等
名义进行诈骗活动，请广大社保卡持
卡人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诈骗手段1：通知参保人领取社保
卡补贴金

案例：电话通知参保人有未领取
的 社 保 卡 补 贴 金 ××× 元 ，务 必
于××日××时之前到当地社保局办
理相关手续领取，要求参保人提供身
份证号、社保卡号提前预约登记。

诈骗手段2：告知参保人社保卡异
常或被停用

案例：利用技术手段将诈骗电话
显示为“当地区号-12333”，自称人社
局12333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以“社保
卡异常将被强行终止”为由，索取参保
人身份证号、社保卡号、姓名、密码等

个人信息，或要求向指定账户缴纳手
续费。

诈骗手段3：提醒参保人社保卡被
盗刷

案例：发送短信提醒参保人“您的
社 保 卡 在 外 地 医 院 消 费（透 支/盗
刷）×××元，因涉案金额较大已移交
公安机关处理，为保障账号安全，需要
核实社保卡密码、身份证号码等关键
信息”，继而以其他借口，要求参保人
将资金转移到指定账户。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提醒，凡是以
各种借口索要身份证号及姓名、社保卡
社保账户及密码、社保卡金融账户及密
码的，凡是以各种借口要求向指定账户
打钱、转账的，请一律拒绝。同时，不要
随便点击或者拨打短信里的不明链接
或电话，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电话或诈骗
短信，请直接拨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政策咨询热线12333进行确认。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它不是贫困县，无法享受到贫困
县应享受的政策、资金支持。但是，它
却有5.7万多农村贫困人口，总数比有
些贫困县的贫困人口还要多。

这就是鹿邑县。11月18日，记者
在这里了解到，面对亟待帮扶的贫困
人口，鹿邑打破常规，大胆创新，在非
贫困县脱贫攻坚方面作出有效探索。

“借鸡生蛋”助脱贫

42 岁的张艳伟是鹿邑县高集乡
解庄村人，自己腿有残疾，老母亲腿摔
伤，妻子因车祸离世，家里还有两个学
生。在一连串的打击下，让他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要么卧床不起，要么酗酒

闹事，他家也成为全村最穷的家庭。
今年6月，在全省精准识别“回头

看”中，张艳伟家的贫困状况被发现，
成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经过说服动
员，张艳伟愿意通过种大棚蘑菇脱
贫。但没钱怎么办？

村里老支书想到一招：借鸡生蛋，
发动本村的成功人士捐助。在郑州做
生意的两个老乡提供了 5万元捐助，
帮张艳伟建了一个蘑菇大棚。如今张
艳伟天天在蘑菇棚中忙活，对未来的
生活充满了信心。

整合涉农节余帮脱贫

64 岁的张庆喜这几天忙着盖新
房子。

他是鹿邑县太清宫镇后双村人，

妻子因病卧床不起。他家是村里的五
保户，也是贫困户。家里30多年前盖
的土坯房，因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

在扶贫中，鹿邑县想尽办法，整合
国土、农业、发改、水利、农办等涉农部
门的节余资金5100万元，用于解决贫
困户最为关切的安全饮水和危房改造
两大切身利益问题，很多像张庆喜这样
的人家都住上了新房。

应扶尽扶不遗漏

鹿邑县作为非贫困县，在脱贫攻
坚中大胆创新的做法受到省扶贫部门

的关注。
省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脱贫攻

坚中既要瞄准贫困县、贫困村“主战
场”，还要啃下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
困户“硬骨头”，着力加强非贫困县、
非贫困村脱贫工作。要夯实非贫困
县主体责任，统筹整合行业部门资
源，充实加强工作力量，在政策、资
金、项目等方面对非贫困县予以更多
关注和支持，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均衡
推进。对非贫困县里的贫困人口，将
实行同样的脱贫扶持政策，做到应扶
尽扶，绝不能让他们成为被遗忘、被忽
视的群体。②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1月
21日，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
布全省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交通保
通方案，如果出现冰雪恶劣天气，
高速警方将对高速公路实行三级
管制，确保恶劣天气下高速公路
安全、有序、畅通。

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于50米，
或出现积雪、结冰，严重影响车辆
通行时，实施一级管制。禁止车
辆进入管制路段，关闭管制路段
沿线所有收费站。

高速公路能见度在 50 米至
100米，或出现积雪、结冰，实施
二级管制。禁止大型客车进入高
速公路，其他车辆实行间断放行。

高速公路能见度在100米至

200米时，实施三级管制，高速警
方将采取间断放行、限速放行、暂
停施工等措施。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负责
人说，一旦发生路面结冰情况，将
采取撒盐除冰等应急措施。如果
高速公路路面或站口滞留车辆较
多，高速警方将联合路政部门采
取警车带道压速通行的方式，分
批次护送滞留车辆通过冰雪路
段。

司机朋友可以拨打省高速交警总
队报警服务电话0371-68208110
进行路况咨询，或登录“河南高速
公安”微博、微信和河南“高速警
民通”客户端查询高速公路通行
信息。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1月 21
日，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
雪）四级应急响应，受西南暖湿气流和
强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1日夜里到
23日，全省有一次雨转雪天气过程，其
中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

22日，西部、北部有小到中雪；
其他地区自北向南雨或雨夹雪转中
到大雪，其中西部山区、南部部分地
区有暴雪；积雪深度西部山区、南部
达 3~5cm，其他地区 1~3cm。 23
日白天，东部、南部小雪逐渐停止，
其他地区多云。23日凌晨到上午，

北中部部分地区有雾。24日早晨，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雾。受强冷空气
影响，21日下午至 22日，全省有 5
级左右偏北风，北中部阵风6~7级。

冷空气过后，全省最低气温普
遍下降10℃左右，南部部分地区降
温可达14℃~16℃。24日凌晨最低
气温，西部山区-10℃~-8℃；南
部-3℃~-1℃。

气象专家表示，此次雨雪天气
是我省今年入冬以来首场降雪，伴
有大风、强降温及雪后大雾天气，
将对交通、设施农业等造成不利影
响。需关注重要交通枢纽、交通干
线的疏导和安全保障，及时清除道
路积雪、积冰，确保城市道路交通
顺畅；大风可能会导致室外广告牌
等高空悬挂物和温室大棚的倒塌
或损毁，各地应及时做好室外广告
设施和温室大棚的加固。③5

权威 发布
本报讯（记者 高超）根据省

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将出现大
幅度降温和雨雪天气。随着气温
降低，家庭用电量增加，火灾隐患
也将随之增多。11月21日，省消
防总队发布提示，为您排查家中
火灾隐患支招。

“绝大多数家庭火灾，都是粗
心大意造成的。”省消防总队相关
负责人说，对于普通楼房住宅来
说，主要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是
否安全，是否有乱接乱拉线路；电
暖器等大功率电器使用是否安
全，散热情况是否良好。燃气方
面，要检查液化气罐、天然气管线

是否老化，可燃物是否太接近热
源。对于庭院式住宅，则主要排
查通烟管及烟道位置是否合适，
砖砌烟囱是否安全，烟囱是否有
裂缝，是否会漏出火星，庭院是否
堆有可燃物等。

“高层住宅是排查重点。”这
位负责人说，高层住宅居住的人
员较多，一旦发生火灾，人员疏散
较慢。居民自查时，要重点查看
电器是否有超负荷用电现象，燃
气管道、仪表、阀门等是否有损坏
或泄漏情况。此外，阳台、楼道等
不应堆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
燃物品。③6

路冬梅：从蛛丝马迹中还原真相

豫西发现一大型银矿
估算银资源量1175吨

省人社厅发布警示

严防三类涉社保卡诈骗

四级应急响应 备战寒潮来袭
消防总队支招防火患

高速不一定封路但会限速

非贫困县里的脱贫事

11 月 21 日，汤阴
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在
伏道镇实施农田机井通
电工程。该工程完工
后，663 个机井在电力
的助推下，将更高效地
服务当地农业。⑨6

张庆军 摄

关注雨雪天气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记者 王玮皓）11 月 21 日，记者从
2016年“我是球王”河南省全民篮球
城市巡回赛组委会获悉，本月26日至
27日，郑州站比赛将如期开打，比赛报
名工作即日起全面启动。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体育局
联合主办的“我是球王”全民篮球城市
巡回赛于本月初在沈丘县揭幕以来，
一直受到省内外篮球爱好者的追捧，
仅沈丘站比赛就吸引了来自省内及安
徽省阜阳、界首等地的27支篮球队共
1320余人参加，连续两日共上演了66
场精彩的比赛。应广大篮球爱好者的
要求，“我是球王”本月26日至27日将

移师郑州，展开分站球王队伍的角逐。
据了解，此次“体彩杯·郑州城市

站”将沿用沈丘揭幕站的竞赛规则，设
有 22 岁以下三对三篮球赛、22 岁至
40岁五对五篮球赛、40岁以上五对五
篮球赛三项正赛，以及三分投篮赛、篮
球技巧赛两项全民周末赛事和篮球嘉
年华等一系列篮球主题活动。

想参加比赛的篮球爱好者，即日起
可通过关注赛事官方微信“我是球王”
（woshiqiuwangcn）报名，也可通过
赛 事 官 网 www.woshiqiuwang.cn
了解赛事详情，如有疑问可致电赛
事 组 委 会 0371-65861656 进 行 咨
询。③6

“我是球王”郑州站周末开打
篮球爱好者即日起开始报名

11月20日，为防范冬季雨雪等恶劣天气来袭，郑州铁路局动车段职工
在整理除雪铲。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