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 1430 年 3 月，明宣宗朱

瞻 基 祭 拜 皇 陵 时 与 一 农 民 交

谈。朱瞻基拿农民的“耒”，只推

了三次，就累得不能行，便对随

从官员说：“朕三推已不胜劳，况

吾民终岁勤动乎！”便赏给农民

一些钱钞，算是扶了一回贫。

这是《明史》的记载，朱瞻基的“日记”还详述

了与农民谈话的内容。农民一是讲生活艰难，一

年不停地劳作，也难得吃顿饱饭。二是讲对官员

的期待。农民亲眼见到两个县官，一个早出晚归，

尽心尽职，唯恐老百姓不满意。百姓都想念他。

另一个，日上三竿才办公，太阳西斜就回家，不过

问老百姓的喜乐哀伤。百姓很讨厌他。

朱瞻基从这些话中总结个关键词“责任”。皇

帝要尽皇帝的责任，官员要尽官员的责任，百姓日

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大概正是因为朱瞻基负责

任，选贤任良，才成就可与“文景之治”媲美的“仁

宣之治”。但那个农民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史书

上没记载。如果仅从朱瞻基的扶贫方式上来看，

只给一点钱，贴补下家用可以，要想致富，怕难。

即使是“仁宣盛世”，“租重税多利息高”的农民头

上“三把刀”也没有去掉。

百姓对官员尽职尽责的呼声，古今皆然，回应

这呼声的，不是朱瞻基。封建制度不可能解决贫困

问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才能尽

职尽责，回应百姓呼声。本报25日报道，司法厅扶

贫干部王利彬既帮宁陵县城郊乡胡二庄村兴产业，

又帮助其建立起有活力的“两委”，让能尽职尽责的

两委组成一个“带不走的工作队”，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点赞！3 （吕志雄）

画中话

据《北京晚报》27日报道，北京一女士发现，孩子离开幼儿园又是拍
毕业艺术照，又是参加告别聚会，一下子花去880元。她感慨：“没想到这
小人儿离开幼儿园要这么隆重。”4 图/王成喜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6月 25日-26日，2017年河南省

普通高招咨询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

行。本次咨询会的范围主要针对河

南省普通高招录取本科二批以及提

前批专科、高职高专批录取的河南

省内外 400余所院校。（见6月27日
《大河网》）

“考得好不如报得好”，这几乎

成了高考志愿填报中的一句口头

禅。对普通人而言，如果说高考是

一次重要的人生赛跑，那么志愿填

报就是“第二起跑线”。每年的高

招咨询会现场，都是人头攒动，可

见考生和家长对志愿填报是多么

重视。

然而，对信息相对闭塞，距离大

城市相对偏远，而家庭条件相对较

差的农村地区考生和家长，他们能否

也揣着梦想，来大城市参加一场能指

点迷津的咨询会，听听专家们的专业

推介与报考建议？恐怕很难。部分

高校为吸引生源、扩大影响，也会下

沉到各县市进行招生宣传，但效果显

然不能与全省的高招咨询会相比，至

于网络咨询会，笔者点击浏览几个大

型专业网站，其提供的信息与建议，

实话实说非常有限，过于笼统。

尤其是本科二批以及提前批专

科、高职高专，相对于各大名校及其

他本科一批类院校而言，考生和家

长了解程度更低，考生报考此类院

校，对专业的选择要求更高。而此

类批次，尤其高职高专，以培养专业

技能型人才为主，在专业设置上更

为细化，如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涂装防护技

术……单从专业名称看，都难以准

确认识，更遑论志愿填报了。调查

显示，每年 40%以上大学新生因了

解不足，后悔所学专业，而县城以下

考生，因缺乏专业性指导，填报志愿

时 随 机 因 素 更 多 ，这 一 比 例 也 更

高。农村家长对高考志愿填报了解

更少，普遍有随大流心理，更给不出

针对性意见，特别是在专业选择上，

只知道填报所谓的热门专业，但所

谓“热门”专业，由于报考学生多，供

大于求，在就业时往往又成为“冷

门”专业。而很多看似“生僻”专业，

职场中却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无

人“识”津也造成了这些专业的教育

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毋庸讳言，农村考生考高分的

难度相对城市孩子更大，本科二批

以及提前批专科、高职高专，是多数

农村考生圆大学梦的主要途径。很

多一本院校，一般先有一到两年的

基础课学习，第三年第四年全面进

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入学一到两

年内改换专业已探索形成一套相对

成熟机制。而高职高专类院校，市

场针对性更强，往往大学第一年就

进入专业课学习，改换专业操作层

面更复杂，益发凸显了科学填报专

业志愿的重要性。

各招生单位及教育主管部门

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向农

村考生提供更具体更有用的招生信

息、专业指南，要利用当前的网络技

术，建立起公开透明、资料翔实的报

考录用大数据库，让广大考生跑好

“第二起跑线”。4

让考生跑好“第二起跑线”
建立起公开透明、资料翔

实的报考录用大数据库，让广

大考生跑好“第二起跑线”。

□何双江

26日，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

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两列中国

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

两端双向首发。（见6月26日中国
广播网）

“复兴号”来了，高铁正式进

入“中国标准”时间。从“解放”型

到“建设”型蒸汽机车，从“东风”

型 内 燃 机 车 到“ 韶 山 ”型 电 力 机

车，从混血的“和谐号”动车组再

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

动车组……中国铁路技术装备的

新时代正大步流星走来。

“复兴号”最牛的地方，不只在

于“列车高度从 3700 毫米增高到

了 4050 毫米”，不只在于“60 万公

里运用考核比欧洲标准还多了 20

万公里”……最重要的是，中国标

准动车组涉及的 254 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已占到 84%。从中国

制造走向中国标准，高铁率先完成

了漂亮的转身。

过去五年，中国高铁新增运营

里程1.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风驰电掣

的高铁，让“双城记”成为城市化生

存常态。星罗棋布的高铁，让“一日

达”成为物联万物时代的现实愿

景。遥想解放之初机车阙如，到如

今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和地区

都运行着中国的机车产品。弹指

数十年间，中车产品已经遍及全球

六大洲102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高铁，不仅是“技术控”、

“标准控”，还是便宜高铁。英国广

播公司在 2014 年“中国的高铁革

命”报道中援引数据指出，中国高铁

每公里基础设施单位建设成本通

常为1700万至2100万美元，而欧洲

这一数字为2500万至3800万美元，

美国则估计高达 5600 万美元。“复

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运营，不

仅夯实了“中国版”体系完整、结构

合理、先进科学的高速动车组技术

标准体系，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高

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是与风竞速的“复兴号”，高

铁扩大了经济社会半径，更让平的

世界变得更扁平。有数据称，2016

年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就达 14.43

亿人次，不啻给非洲和南美洲的

总人口搬了一次家。“复兴号”是

中国创造的奇迹，弯道超车、从无

到有，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给

“全球命运共同体”添暖；“复兴号”

是中国智造的标本，核心科技、砥

砺钻研，高扬大国工匠精神，拉动

双创时代引擎。在“复兴号”身上，

我们看到了高铁与中国的更多可

能。4

各式各样的暑期兴趣班成了许多学生的“标

配”。不少孩子暑假至少报了两三个兴趣班，感叹

“放假比上学更累”。（见6月27日《南昌晚报》）
暑假未到，档期已满。孩子不怕假期才怪！

利用假期给孩子们报培训班，或补习功课，或学一

门特长，为日后的竞争增加砝码，家长的良苦用心

可以理解，但不可取。学习应该有张有弛，有劳有

逸。暑假本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休整期，如果家

长大包大揽，甚至强制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很容

易使孩子产生厌学情绪，不仅对提高成绩帮助不

大，也不利于身心健康。适当、适量的培训可以有，

但不要多而杂，要以孩子的兴趣喜好为出发点，不

要以牺牲孩子的快乐为代价。4 （刘予涵）

暑假里，
别让孩子累坏

“复兴号”，中国高铁再出发

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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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化玮 贾静静

核心提示：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也是涉

及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毒品不仅严
重侵害人体健康、破坏家庭幸福，而且
严重消耗社会财富、毒化社会风气、污
染社会环境，同时极易诱发一系列犯
罪活动。当前，全球毒品问题持续泛
滥，我国禁毒形势也十分严峻。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6月 26日，在第 30个国际禁毒
日，长垣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封民
告诉记者，拔除毒品这一社会毒瘤，是
公安部门肩扛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长垣警方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坚
持“打、防、治”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深
入开展禁毒斗争，严厉打击涉毒违法
犯罪，强化宣传教育，注重管控帮教，
有效遏制了毒品的蔓延，为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统计，去年以来长垣警方共办
理各类涉毒案件 32起，行政拘留 24
人，刑事拘留 16人，收缴毒资 200余
万元；打掉制毒窝点1处，缴获毒品甲
卡西酮 54.36 公斤，缴获制毒物品

380余公斤，制毒工具两套，铲除罂粟
247634株。

坚决打好每一场禁毒战
对毒品犯罪“零容忍”

2015年12月，长垣县公安局正式
成立禁毒大队。2016 年长垣警方颁
布的局长1号令，就是重拳出击，严打

“黄赌毒”。
2016年年底，长垣警方在办案过

程中发现，涉毒嫌疑人翁某 QQ信息
有涉毒经验交流。“经营放大涉毒线索
价值，是破大案的关键。”禁毒大队大
队长逯水松告诉记者，全队民警立即
行动，往返于深圳、杭州、郑州等地3个
月，确定了翁某利用 QQ联系制贩毒
的信息。

“案件涉及制贩毒QQ群 3个、制
贩毒人员113人，是遍布全国24个省
市的特大制贩毒系列案件。”逯水松
说，该案被确立为公安部 201毒品目
标案件，并由公安部牵头发起集群战
役，截至目前，集群战役警方已抓获制

贩毒人员16名，打掉2个制毒工厂，缴
获毒品400余公斤。去年8月24日和
今年 1月 17日，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禁
毒总队分别发贺电，对长垣警方进行
表扬。

因禁毒工作成绩突出，长垣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被省公安厅授予“2016
年度全省禁毒工作先进单位”，被国家
禁毒办评为“2016年全国禁制毒品工
作成绩突出单位”。

强化禁毒预防宣传教育
编织全民“防毒网”

5月 26日，长垣警方组织30余名
市民赴省毒品原植物识别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听完省禁毒办民警对罂粟生
长期形态和危害的讲解，参观者不禁感
叹道：“罂粟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我们
应该认清它的面目，远离它，抵制它！”

“禁毒工作要从青少年抓起，从广
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防范抓起，让广
大群众积极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封民说，打击毒品犯罪只是禁毒

工作的手段之一，防患于未然才是根
本。

长垣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结合毒情
现状，结合一村一警开展了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进农村等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去年以来，
开展集中宣讲活动 100余场（次），发
放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挂画2万余份，
使数万群众直面接受禁毒教育。

该禁毒大队还与县教育局联合下
发了《关于贯彻<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规划（2016-2018）>的意见》，促
使学校将毒品预防教育内容纳入教学
规划。长垣警方把禁毒宣传教育基地
建设到了每个学校，每月开展禁毒主
题班会，参观禁毒学习园地，利用禁毒
PPT课件为学生上好禁毒课。

加强戒毒人员管控帮教
大力推进“8·31”工程

“如果没有社区帮教人员，恐怕我
不会彻底戒掉毒瘾。”吸毒人员张某曾
是典型的“问题女青年”，因好奇而染

上毒品。强制隔离戒毒出所后，她没
有在周围的“冷眼”中自暴自弃，反而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是帮教人员让我重拾信心！”张
某说，社区戒毒帮教人员经常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跟她进行沟通，了解她
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并为她排忧
解难，这让她倍感温暖。张某每月都
会到禁毒大队接受尿检，如今2年过去
了，张某没有出现复吸的情况。

“强化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和帮
教工作，是教育挽救吸毒人员、巩固禁
吸戒毒成果、遏制毒品违法犯罪的重要
举措。”封民告诉记者，长垣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31”
工程，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禁
毒工作的实施意见》《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明确以
各乡、镇（办事处）为主体，设立 18个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办公室”，把吸毒
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并配备社区戒毒
帮教人员110名。目前，全县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管控率达到100%。

“禁毒风暴”席卷全县
“倒追法”被全省推广

今年以来，长垣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以“巩固扩大零种植、坚决确保零产
量”为目标，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开展
了禁种铲毒统一行动，在全县范围内
刮起了一场“禁毒风暴”。

2月2日，有群众通过“微警局”进
行举报，长垣县蒲东区金源菜市场有
人在批发贩卖大烟苗，长垣警方随即
对可疑摊位进行布控。经过两天的蹲
守，警方发现确有几个摊点非法贩卖
罂粟幼苗，并利用“倒追法”查出了上
线——长垣县孟岗镇尚小占村赵某。

2月9日6时，长垣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到金源菜市场查处非法买卖罂粟
幼苗的摊位，一路奔赴尚小占村，摸排
赵某种植罂粟的大棚，并将赵某抓获。
经现场勘查，赵某非法种植罂粟幼苗
1039.35平方米，约20万株。该案得到
了省公安厅的充分肯定，该案所运用的

“倒追法”被全省推广。
“禁毒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封
民告诉记者，长垣县公安局作为禁毒
工作的主力军，将继续坚持严打方针
不动摇，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将禁毒斗
争推向深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筑牢禁毒防线 守卫一方净土
——长垣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纪实

沁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和年度检查公告

二、年检不合格的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

沁阳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沁阳市建筑业协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

沁阳大山外国语学校 沁阳市育才乒乓球俱乐部

沁阳市民政局公告（一）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
审核，下列社会组织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沁阳市民政局公告（二）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相关
法律规定，我局依法对2016年 9月 30日前经我局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进行年度检
查，并对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社会组织予以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一、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

沁阳市质量管理协会 沁阳市建设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沁阳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沁阳市城乡信用协会 沁阳市志愿者协会 沁阳市商会
沁阳市丰收笤帚加工协会 沁阳市绿源惠农协会 沁阳市内部审计协会
沁阳市慈善协会 沁阳市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会 沁阳市伊斯兰教协会
沁阳市广利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沁阳市篮球协会 沁阳市煤炭行业协会

沁阳市百科幼儿园 沁阳市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金色摇篮幼儿园
沁阳市快乐宝贝幼儿园 沁阳市花朵幼儿园 沁阳市康乐幼儿园
沁阳市洪恩总工会幼儿园 沁阳市好孩子幼儿园 沁阳市好娃娃幼儿园
沁阳市小精灵幼儿园 沁阳市百草园幼儿园 沁阳市育彤幼儿园
沁阳市金起点幼儿园 沁阳市未来星幼儿园 沁阳市丫丫幼儿园
沁阳市智盛幼儿园 沁阳市蒲公英幼儿园 沁阳市英才幼儿园
沁阳市优智中英文幼儿园 沁阳市起航幼儿园 沁阳市中小学生产实践教育基地
沁阳市童乐幼儿园 沁阳市王曲祥和颐养院 沁阳市启迪幼儿园
沁阳市雏鹰幼儿园 沁阳市童的梦幼儿园 沁阳市小红花幼儿园
沁阳市南山托老所 沁阳市百花园幼儿园 沁阳市金凤凰幼儿园
沁阳市喜羊羊幼儿园 沁阳市华兴幼儿园 沁阳市福康养老院
沁阳顺亮医院 沁阳市七色花幼儿园 沁阳市小牛顿智慧幼儿园
沁阳市小太阳幼儿园 沁阳市永生幼儿园 沁阳市智兴学校
沁阳市小天使幼儿园 沁阳市春蕾幼儿园 沁阳市西万祥和颐养院
沁阳市启明星幼儿园 沁阳市晋煤天庆卫生所 沁阳市启蒙幼儿园
沁阳市新新幼儿园 沁阳市益民医院 沁阳市东方格林幼儿园
沁阳市非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沁阳市贝贝乐幼儿园 沁阳市新兴学校
沁阳市金色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启飞幼儿园 沁阳市阳光篮球俱乐部
沁阳怀保口腔门诊部 沁阳市星星幼儿园 沁阳市家美养老院
沁阳市颐和养老院 沁阳市向阳养老院 沁阳市星锐篮球俱乐部
沁阳市祉童幼儿园 沁阳市世纪星幼儿园 沁阳市天骄幼儿园
沁阳市安康养老院 沁阳市康贝尔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永信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温馨养老院 沁阳市锦瑟幼儿园 沁阳市好乐居养老院
沁阳市福夕苑养老院 沁阳市幸福养老院 沁阳市崔万立硬笔书法网络教育中心
沁阳市金蓓蕾幼儿园 沁阳市松鹤老年公寓 沁阳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单位名称 统一代码（登记证号） 法定代表人 办公地址
沁阳市乒乓球协会 51410882MJG2651036 赵向东 沁阳市太洛路北

(沁阳市河务局西邻)
沁阳市羽毛球协会 51410882MJG26512XQ 栗君利 沁阳市河内路与建设路

交叉口往西100米路北
沁阳市创新学校 52410882MJG266632N 史长军 沁阳市西向镇

向邑社区东临

沁阳市民政局
2017年6月

三、撤销登记处罚的社会组织（被予以撤销登记处罚的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印章及财务凭证同
时作废，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交登记管理机关封存；如对本撤销处罚决定有异议，可以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沁阳市人民政府或焦作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个月内向沁阳
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社会团体

单位名称 登记证号 法定代表人 业务主管单位

沁阳市道路运输协会 011 辛绵峰 沁阳市交通局
沁阳市紫陵果农协会 017 李三元 沁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沁阳市民办教育促进会 018 靳团结 沁阳市教育局
沁阳市佛教协会 023 刘春霞 沁阳市民族宗教局
沁阳市南里红林果协会 042 贾齐宏 沁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沁阳市神农山书画研究院 049 赵俊体 沁阳市神农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沁阳市沁园兴旺养殖协会 050 杨楠 沁阳市沁园办事处
沁阳市养蜂协会 052 赵俊武 沁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沁阳市牧业联合协会 056 万金虎 沁阳市畜牧局
沁阳市滴水公益协会 066 任停 沁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沁阳市武术协会 067 司国良 沁阳市体育局
沁阳市鞭炮行业协会 068 张小战 沁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沁阳市亚行项目区用水户协会 070 赵银伍 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
沁阳市电子商务产业协会 071 曹红旗 沁阳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
沁阳市足球协会 072 王超 沁阳市体育局
沁阳市朱载堉文化研究会 076 贾红霞 沁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单位名称 登记证号 法定代表人 业务主管单位

沁阳市目标越野汽车运动俱乐部 050055 拜利军 沁阳市体育局

沁阳市永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050071 任玉良 沁阳市体育局
沁阳市博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010073 李明珍 沁阳市教育局
沁阳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040088 马红艳 沁阳市知识产权局
沁阳市大风车幼儿园 010130 张茜茜 沁阳市教育局
沁阳市至和源居家敬养院 070135 原四霞 沁阳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沁阳市永威学校 沁阳市铁豹文武学校 沁阳市联盟医院
沁阳市长兴学校 沁阳市启程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大山联盟幼教中心
沁阳市永威国际职业学校 沁阳市同盛幼儿园 沁阳市亚特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旭日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芳草幼儿园 沁阳市爱心幼儿园
沁阳市苗苗幼儿园 沁阳市红黄蓝幼儿园 沁阳市南鲁祥和颐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