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高考

●● ●● ●●

政教科文│11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逯彦萃

关注全国公安系统英模表彰会

□本报记者 李凤虎

瘦高个，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中
透着坚毅和果敢，这就是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开封市公安局金耀派出所案
件侦办大队大队长陈明杰。

5月 21日 10时，陈明杰刚从郑州
回到开封，就投入到破案中，和专案
组民警研判一起入室盗窃案案情。
从警 18年来，陈明杰屡破大案，只要
发生大案要案，他常常第一个赶到发
案现场。

2013年 2月 20日，通许县发生一
起命案，破案能手陈明杰被开封市公
安局抽调到专案组。随后，他冒着严
寒，走村入户，连续排查12天，并调取
大量视频资料。通过对截取的 1000
多辆汽车图片进行对比，陈明杰最终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驾驶的汽车、作案

时间及驾车路线。根据这些线索，通
许警方成功破获这起杀人焚尸案。

多年来，陈明杰养成了一个习惯，
除了上班时间，下班后他习惯驾着私
家车，四处排查嫌疑人的作案轨迹。
哪里有案件，他就去哪里，走现场、找
监控视频，回来后再一次次翻看视频，
查找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每次行
动前，他都再次走现场，对嫌疑人可能
经过的路线进行查看，对追踪、抓捕等
环节逐一修订、演练。有这些缜密工
作打下的基础，以至于他凭一个照面
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

“作为来自刑侦一线的民警代表，
我能够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非常激
动。刑侦部门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

‘尖刀’，我要永远牢记警察的职责，将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自己终身
的使命。”陈明杰告诉记者。③3

□本报记者 卢松

5月 22日，获得“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称号的义马市消防大队人民路
中队中队长常猛，归来后向队里官兵
传达完这次表彰会的精神，便投入到
紧张的训练和抢险救援战斗中。

今年 32岁的常猛，个头高大，
性格豪爽，说话干脆利落，做事雷厉
风行。中队每一次重大灭火救援行
动，都能见到他冲锋在前的身影；每
一次抢险救援的危急时刻，都能看
到他英勇果敢的壮举。

2013年2月1日9时，连霍高速
义昌大桥发生坍塌事故，十余辆行驶
车辆坠落近30米深的桥底，多名人
员遇险、被困，贯穿国家东西的运输

“大动脉”被迫中断，情况万分危急！
“事故发生后，我带领 12名消

防官兵最早赶到现场。发现被困人
员后，我们死命地用手一点点地挖，
指甲抠掉了，都感觉不到疼，硬是从
几十吨散落的煤块下把被困人员

‘挖’了出来。”常猛回忆说。连续奋
战30多个小时，直到人员搜救和救
援清理工作全面完成，常猛才带领
消防官兵离开。

入伍十多年来，常猛先后参加
灭火战斗 980多次、抢险救援 1320
多次，营救被困群众450余人。

“作为战斗在灭火救援一线的
消防警官，此次获得这份沉甸甸的
荣誉，既是对我的肯定与褒奖，更是
一种激励和鞭策。”常猛说，将以此
次表彰为新的起点，把组织赋予的
崇高荣誉，转化为干好工作的强大
动力，以更加务实的作风、过硬的素
质，带领中队官兵再立新功。③7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为了维护
企业合法权益，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5月2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巡回法庭在位于郑州市金水区
的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挂
牌，这是郑州市成立的首个知识产权
巡回法庭。

该园区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于 2011年 10月落户郑州，是全国唯
一一家创意产业试点园区。2016年 8
月，中国郑州（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快
速维权中心在园区设立，新成立的巡
回法庭就放在该维权中心。

据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知
识产权诉讼大幅增长，仅郑州地区近3
年平均增长率就达 20%以上。截至
目前，今年郑州市中院受理各类知识
产权纠纷案件突破4000件，创历史同
期新高。2016年，我省正式获批成为
全国首批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

点，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刻
不容缓。然而，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很
多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维权意识薄
弱，一旦遭遇侵权，也不懂如何保护自
身权益。为此，郑州市中院决定成立
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该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庭庭长
赵健良说：“法庭成立以后，将选取典
型案件进行巡回审判，通过与知识产
权职能部门的协作，建立行政执法、企
业、科技创新人员与法院的沟通和信
息共享平台，提高审判效率，为企业提
供更专业、更便捷的维权服务。”

据悉，郑州市中院是全国59个知
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审判“三
合一”试点中院之一。自 2012 年成
立知识产权综合审判庭以来，共办理
涉知识产权案件 9600 多件，其中不
乏涉及全省乃至全国知名品牌的侵
权案。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昨日记者获
悉，由省卫计委、省医学会、省人民医院
联合主办的河南百项适宜技术基层推
广活动在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启动。即
日起，由省人民医院首批推广的28项医
疗技术将“送”到基层，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省级医疗水平的诊疗服务。

首批推广的28项适宜技术包含急
性心肌梗死急诊救治流程和优化技术、
血管瘤与脉管畸形的尿素综合治疗、帕
金森病早期规范诊断与治疗等适用于

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的常见病、多发病诊
治的相关技术，具有安全、有效、经济、
成熟等特性。省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首批适宜技术推广的基础上，
省医将启动‘三年百项适应技术基层推
广工程’，再筛选出百余项特色适宜技
术，通过医院的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
体系，采取办培训班、现场示教、技术咨
询、学术讲座、接受基层进修等多样化
推广方式，确保适宜技术培训到位、指
导到位、服务到位。”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后，家
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不必为入学
路费等发愁。5月 19日，记者从河
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2017
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
资助项目启动，我省符合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 500元或 1000 元路费及
短期生活费资助。

受助学生原则上从高中三年曾
经享受过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
学生名单中产生。因突发事件确有
家庭经济困难需要资助但未在国家
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内的学生，须
提交单独的申请材料及相关证明。
该项目资金用于一次性补助 2017

年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从家庭所
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的交通费及
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用，省内院校
录取的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
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资助标准
为每人1000元。

据悉，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除
了入学资助项目，还可向家庭所在地
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办理贷款
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如有新生
实在不能筹集到足够的上学费用，可
以通过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直接报
到入学。学校对通过“绿色通道”入
学的学生和申请资助的其他学生，采
取不同措施给予精准资助。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进入
倒计时。5月22日，省招办提醒紧张
备考的考生“诚信考试光荣，作弊违
法入刑”。

今年是我国实施“作弊入刑”后
的第二次高考。2015年 11月 1日
起，我国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中，组织作弊等行为将入刑定
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

为防范考生舞弊，今年全省高考
继续实行考生“无声入场”，即考生入

场须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无报警声
响方可入场。此外，各种食品和饮品
也不能带。省招办提醒考生，高考时
允许考生眼镜上带有金属，但监考人
员会查看眼镜是否超宽、超厚、偏重，
是否有针孔、开关等。

据悉，今年高考，我省对监考员
实施岗位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监
考员须对自己检查的每个考生负
责。因检查不到位、不仔细导致考
生将通信工具带入考场，该监考员
将被追责。③7

考生违禁考官也将被追责

郑州设立首个知识产权巡回法庭

贫困“骄子”入学有资助

省医专家基层送“技术”

陈明杰:一个照面就能发现嫌犯 常猛：遇到灾情一马当先

▶镜前练功

▼演员在排练厅排戏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5月 22日，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青年演员正在排演大型廉政戏
《官宦人家》。

太康道情是一个古老稀有剧种，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为了使道情戏得到保护与传承，当
地成立了“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演员。⑨6

青年演员传承古老道情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5月 23日，
国务院客户端公布《开展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确定我省在内的 1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个县(市、区)，
重点围绕征地补偿、户籍管理等25个
方面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试点。

试点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有哪
些？试点单位是如何确定的？我省
做了哪些探索？记者进行了采访。

项项与群众密切相关

根据方案，25项试点公开重点内
容具体包括：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
目、公共资源交易、财政预决算、安全
生产、税收管理、征地补偿、拆迁安置、
保障性住房、农村危房改造、环境保

护、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扶
贫救灾、食品药品监管、城市综合执
法、就业创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养
老服务、户籍管理、涉农补贴、义务教
育、医疗卫生、市政服务等方面。

同时，为确保实效，试点县（市、
区）为将来在全国范围广泛推广积累
经验、作出示范。

方案指出，承担试点任务的地区
在做好试点工作的同时，可以结合实
际适当增加试点内容。

我省8县市入选“试点”

根据方案部署，此次列入试点的
100个县（市、区）分布于全国的1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而没纳入试点
的其他省份，也可参照方案自行组织
开展试点工作。

从地域上看，试点单位分别选自
东、中、西部，其中我省共有 8个试点
单位，在数量上是全国试点最多的省
份之一，这也是对我省政务公开工作
成绩的充分肯定。

我省入选的是济源市和汝州市、
长垣县、郑州市上街区、开封市祥符
区、洛阳市洛龙区、汤阴县、潢川县。
它们在全国试点的重点公开事项是就
业创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障、户籍管
理、医疗卫生、涉农补贴、城市综合执
法、养老服务等方面。

鼓励基层创新我省已有探索

“政府决策让群众看得到、听得
懂、能监督、好参与，这是此次试点方
案的指导思想，是落实以人为本的一
项具体举措。”省社科院政治与党建研

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陈东辉说。
如何达到试点方案中期望的效

果？陈东辉认为，这一方面要综合利
用党媒、政府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和公
众场所等，多渠道发布政务信息；另一
方面，为方便群众监督，应有专人负责。

方案鼓励试点单位积极创新工作
机制和方法加强保障。陈东辉认为，
当前我省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方
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除济源等8个
市及县、区前期基础较好外，省公安厅
以及安阳市、兰考县等部门和地方也
卓有成效地推进了政务公开工作，濮
阳市华龙区、南乐县、夏邑县、内乡县等
地方政府携手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建设

“智慧政务”平台，获得了便民互动、网
上办事、OA办公等“互联网+政务服
务”一揽子方案，也为基层破解政务公
开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③4

我省8县市入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试点

多渠道助力政务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