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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许昌建安区交通运输局本着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统筹兼顾、综合评价的原则对局属各单
位 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暨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进行了实地查阅检查考核。通过述责述廉大
会，对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

员按要求内容，采取指标测评、民主测评、问卷调
查、个别谈话等方式，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及成果
成效以量化计分的形式进行分析，确保了检查考
核工作取得实效，也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在基层党组织的落地生根。 （陈伟丽）

进入3月份以来，安阳林州市供电公司抓住春
检春查的大好时机，对输配电运行、检修及抢修作
业现场，开展了安全生产反违章督查行动。为打
好春检首战，该公司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层层签订

安全目标责任书，严格执行现场把关制度，将安全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截至3月9日，该公司共进
行安全督查13次，查处各类违章3起，为电网安全
可靠供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婷婷）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通过召开劳
动保障工作会，认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明确任
务，对今年劳动保障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并将
任务目标层层分解，分包到人，确保劳动保障各项
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同时加大对劳动保障专管员

和协管员的业务知识和岗位职责培训，切实提高
工作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其次进一步完善 2017
年就业再就业、医疗保险等各类台账，促进劳动保
障工作台账管理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推动劳动
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 （苗红姣）

“奉献爱心，收获希望”，新乡卫滨区人民检察院自2015年以
来持续对新乡市卫滨区赵村小学的五名特困学生进行帮扶活
动，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他们帮助和教导。近日，该院青年干警
们在新乡市卫滨区赵村小学李主任和学生老师的陪同下，带着
精心准备的礼物，分别到五名特困学生家中进行了走访，为孩子
们送去温暖。在学生家中，他们和学生及家长进行亲切地交谈，
认真了解学生家庭情况，询问学生学习情况，送给他们书包、台
灯、文具盒等学习用品，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学
习。“这次没考好？别灰心，继续加油！”“嗯，你的进步很大，继续
保持！”“学习中遇到困难不要怕，多问问老师和同学。”现场检察
干警翻看着学生的报告册和孩子们亲切地交流着。这些家庭都
非常困难，有单亲家庭，也有病患家庭，但孩子们都很乐观、懂
事，小小年纪就开始帮家人做家务，学习也很努力，学习成绩较
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不乏“小学霸”，一个孩子更是取
得了全“A”的好成绩。同时一些孩子的家庭生活条件比以往有
了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走访中，该院干警和学
校工作人员表示要继续和这些学生保持联系，及时、切实地解决
他们的实际困难。 （崔丽颖 张言龙）

卫滨区检察院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坚持实地测评 落实主体责任考核

未来路街道办认真做好劳动保障工作

林州供电公司打响春检安全准备战

禹州市司法局立足职能、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搭建服务经
济发展、依法治理、项目建设和
保障民生四大法律服务平台，为
禹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五
大战区”重点工程实施作出了积
极贡献。引导律师和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开展重点领域、重点
工程、重点项目专项法律服务；
充分发挥公证预防纠纷、化解矛
盾、保障权益的规范作用，为重

点工程实施保驾护航；律师担任
政府和企业法律顾问积极作为、
建言献策，提高依法执政、依法
管理的能力；法律援助最大限度
地实现了应援尽援和应援优援
目标。司法行政整体工作迈上
了新台阶，该局连年被市委市政
府表彰为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司
法公信力和队伍满意度继续在
全市政法机关中保持领先。

（张昆仑）

日前，郑州市文化路第一
小学党支部召开了“两学一
做”组织生活会和“双评议工
作”会。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进行了民主评议，党支
部书记余琴代表班子深入剖

析支部工作存在问题，明确整
改方向，要求全体党员教师以

“四讲四有”为标尺，进一步提
高党性修养，强化服务意识，
推进学校稳步发展。

（杨秀卫 李惠涛）

禹州市法律服务结牢社会平安网

郑州市文化路一小召开“两学一做”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经过两天
的网上竞拍、现场摇号，3月 21日，我
省今年首批宅基地 A 类复垦券卖出
9.4亿多元，将直接惠及我省11个贫困
县的万余贫困家庭。

为持续推动我省易地扶贫搬迁和
扶贫开发工作，3月 20日至 21日，经
过网上竞拍和现场摇号两个环节，今
年我省首批宅基地A类复垦券成功拍
出 3142.8096 亩，交易总额 9.4284 亿
元。这是我省第二次拍卖宅基地复垦
券，也是首次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拍卖
宅基地复垦券。

据介绍，此次复垦券通过网上交
易平台竞价，378家房地产企业参加
网络竞买，在每亩 30 万元的价格熔

断之后，又通过现场摇号，最终 59家
房地产企业中标。A 类复垦券主要
来自我省部分贫困县 2017年建档立
卡易地搬迁户和同步搬迁户腾退节
余的农村建设用地，此次交易起始价
为每亩 16 万元，最高限价为每亩 30
万元。

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副处长文宏
强说，根据规定，A类复垦券交易所获
收益在扣除土地复垦及有关成本后，
将直接返还给易地扶贫搬迁和同步搬
迁群众，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进一步增强我省易地扶贫搬
迁地区的脱贫能力。此次拍卖的宅基
地A类复垦券将直接惠及 11个贫困
县的万余贫困家庭。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宜
坦 通讯员 王晓凡）3月 21日，记者从
河南省肿瘤医院获悉，由美国MD安
德森癌症中心主导的项目“肺癌早期
发现合作研究”在郑州正式启动，今年
将在省内招募 2000名肺癌高危者参
加免费筛查。

肺癌是目前最为常见的癌症死因
之一，发现早期肺癌对降低死亡率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目前试验结果发现，与胸部
X光片筛查相比，低剂量螺旋CT筛查
可提高肺癌的早诊率，从而降低 20%
的死亡率，但存在部分假阳性的问
题。“此项研究是进行CT筛查的同时，
开展血标本中生物标志物的测定，就
是希望找到与肺癌临床诊断规则相关
联的生物标志物，并将它与研究对象
危险因素、低剂量螺旋CT诊断的肺结
节表型相结合，从而提高肺癌筛查特

异度。”参会专家表示，或许在不久的
将来，高危人群抽血化验就能实现肺
癌的早期发现。

据介绍，参与该项目者需满足以
下三个条件之一：实际年龄为55～79
岁、累计吸烟史大于等于30包年(每天
吸烟包数×吸烟年数)、戒烟者戒烟时
间小于15年；实际年龄为50～79岁、
累计吸烟史大于等于20包年、本人曾
患有其他癌症或其他肺部疾病或亲属
中有人患肺癌或有氡气、石棉或其他
致癌物的暴露史；女性研究对象，实际
年龄为55～79岁、二手烟史大于等于
20年、本人患有其他癌症或其他肺部
疾病或亲属中有人患肺癌或有氡气、
石棉或其他致癌物的暴露史。

有意参与者可到河南省肿瘤医院
门诊医技楼一楼防癌体检中心“早诊
早 治 办 ”咨 询 ，联 系 电 话 0371—
65587261。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 21日，记
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该局日前发布郑州市基本医疗保
险治疗性医院中药制剂目录（2017
版），参保人员看病治疗所需的中药制
剂将照此目录进行医保报销。

去年7月1日起，郑州市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配制的治疗性
医院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
范围。这些药品应是临床必需、安全
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制剂单位
能够充分保证供应的药品。

据介绍，共有 7家医院的中药制

剂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包括郑州市中
医院的风湿活络丸、郑州市骨科医院
的愈骨胶囊、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
属医院的降压宝蓝片、河南省骨科医
院的三七接骨丸、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牵正膏等百余种中药
制剂。

新的《医院中药制剂目录》自今年
5月 1日起执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对纳入目录的治疗性医院中药制剂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存在滥用的
制剂可暂停使用，必要时可报请从目
录中删除。③7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通讯
员 宋婷婷）3月 18日，白龟山水库
为期 3天的增殖放流活动成功完
成，总计 700万尾鱼苗安家水库，
承担起净化水质的功能。

白龟山水库为大（Ⅱ）型水库，
总库容9.22亿立方米，是平顶山市
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常年
保持在Ⅱ类以上。截至去年，白龟
山水库已连续 6年举行增殖放流
活动，共投放鱼苗4000多万尾。

今年向水库投放的 700 万尾
鱼苗，包括草鱼、鳙鱼、鲢鱼等鱼
苗，增加了水生生物群体数量，实
现以鱼养水，将对水生态环境修
复、水体环境净化等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此外，每年 3月 1日至 8月 31
日，平顶山市还对水库水域全境实
行禁渔。通过修复生物资源，有效
降低了总氮指标，使白龟山水库水
质得到进一步改善。③7

□本报记者 张海涛

随着今年我省河长制的全面推行，
许多村的党支部书记将增加一个新头
衔：河长。

今年 3月 22日是第 25届“世界水
日”，我国今年活动的主题为“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记者3月
21日从省水利厅获悉，在国家建立省、
市、县、乡 4级河长制的总体设计基础
上，我省根据实际情况，拟增设村级河
长，畅通治河“最后一公里”。全省流域
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的1839条河流，
拟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河长体系，
各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河长，河
流所经村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村河长。

“中央要求的是 2018年年底前全
面推行河长制，我省主动加压，将在今
年年底前全面推行河长制。”省水利厅
厅长李柳身说。

浙江等先行探索河长制的省份情
况表明，在最基层设立河长，将能及时
发现问题、反映问题、促进问题解决，治
理河流将更加精准。

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
怎么办？我省将遵循一河一策的原则，
根据实际状况，在对当地生产生活有重
要影响的河流（沟）设立河长。

设立村级河长，面临着较多困难，
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确保顺利推
进。实施河长制，我省还将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加强公众互动，广泛吸收社
会力量，让普通百姓关心、支持和参与
治水。

目前，建立省河长制办公室、出台
省级工作方案、建立省级各项制度等工
作正在加快推进，随后市级、县级将成
立本级河长制办公室并出台本级工作
方案，今年12月底前全面建立5级河长
体系。③6

今年首批宅基地复垦券
卖了9.4亿多元
直接惠及万余贫困家庭

“肺癌早期发现合作研究”启动
2000个名额可免费筛查肺癌

郑州公布
医保报销医院中药制剂目录

畅通治河“最后一公里”

我省拟建立5级河长体系

700万尾鱼苗
安家白龟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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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3月 20日，在沁阳市永威学校的体育场，千名学生一起同场练习足球。从2015年 4月起，
该校把开展学生校园足球活动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目
前，这所学校坚持每天一次足球社团活动，每周一节足球课，使很多学生爱上了足球运动。⑨6

千人同场
练足球

▶体育场上站满了练足球的学生
▼“长大俺要当冠军”

关注“世界水日”

3月 20日，项
城市秣陵镇北关
村村民在种植红
香芋。该镇积极
发展高效农业，不
断拓宽农民致富
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增效。⑨6 王
洁石 摄

践行价值观 岗位学雷锋

□本报记者 吴烨

在卢氏县北部数千里长的公
路上，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
们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崎岖的山路，

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救助群
众，做了数不清的好
事。这支队伍就是卢氏
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外
勤中队，村民们都亲切
地称之为“雷锋中队”。

去年 7 月 21 日傍
晚，中队长郭鹏辉下乡

巡查返回途中，
发现路边有

一个钱包，里面有近千元现金和各
种证件。在原地等了1个多小时，
没有等到失主，郭鹏辉就想办法联
系到周边几个村子的村干部，让大
家一起帮着找失主。直到晚上10
点多，才找到钱包的主人冯灵娟。

在部队期间就是“学雷锋标
兵”的郭鹏辉，做好事可不是一天
两天了。贯穿县城的洛北大渠，每
年都有人落水。郭鹏辉十几年间
从水中救出了6人。3月16日，卢
氏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靳永波告诉
记者：“这些都是当事人和亲属找
到单位反映后，人们才知道的。”

外勤中队的每个人来中队前

都是全局出名的好人。好人们走
到一起，会产生更大的正能量。

今年52岁的张新江是中队的
“老大哥”，一直是个有名的“热心
肠”，曾在刺骨的渠水中救起一名6
岁的女孩。6年前，张新江自告奋
勇来到最苦最累的外勤中队。他
说：“在基层，常常能帮助村民解决
实际问题，我热爱这份工作。”

李强和余涛是队里的年轻
人。2012年秋天，两人驱车在文
峪乡南窑村附近巡查时，遇到了
挑水的李奶奶，就过去帮忙。从
此，他们经常去帮李奶奶挑水。

在范里镇苏村，许多人对身穿

制服的尚革瑜很熟悉。几年前，在
一次沿路巡查中，尚革瑜看到路边
有个佝偻着身体的老大爷在等车，
上前询问得知，这位姓张的大爷患
有哮喘病，孩子都在外地打工，他
一个人搭车去县城买药。考虑到
张大爷家距离县城较远，尚革瑜当
即表示，今后可以替张大爷买药。

队员们平时的执勤任务很重，
可在群众遇到危难、需要帮助时，
每个人都会义无反顾冲上前去，从
来没有一句怨言。中队连年被评
为“先进集体”，中队长郭鹏辉被评
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还荣登卢氏
善行义举榜榜首。③6

千里山路上的“雷锋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