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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票时间为 7月 4日 00:00-7月 10日
24:00（报纸投票以寄达当日邮戳为准）。

2.投票范围为主办单位公布的30名候选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每位候选人有唯一对应序号，
报纸投票时请直接填写推荐候选人的序号。

3.本届评选公众投票设报纸、网络、手机短
信、微信等投票方式，报纸网络投票每张选票
所选候选人只能是 10位，多选或少选均视为
无效票。手机短信投票每条信息最多选 10
人。微信投票每次只能投1人。

4.报纸选票须填写投票人真实姓名和有效
身份证件号码，不填、填写错误或重复填写的选
票无效，主办单位对投票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5.报纸投票注意事项：
①报纸选票不得复印，复印选票无效。
②填写选票时，用钢笔、碳素笔或圆珠笔

将所选候选人序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须附有委托人本人

签名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书人
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否则选票无效。

④选票寄送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9
号河南省军区电视网络宣传中心，邮编：
450014；信封下方注明所在地市，邮资自付。

6.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点击河南国防教育网和大河网“河南省第

七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专
题”，进入投票系统，按提示投票。

7.手机短信投票注意事项：
①移动和联通用户编辑候选人的编号统一

发送至1062192781，每条短信最多推选10位
候选人（不得重复），编号之间用英文逗号分开。

②短信投票只需支付移动、联通等通信公
司正常的费用。

8.本次评选活动坚持公众自愿投票原则，严
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给特定候选
人等弄虚作假行为。如发现问题，欢迎举报。

（以姓氏笔画为序）

序 号 姓 名 推荐单位 序 号 姓 名 推荐单位

01 于来政 开封市 16 张 锋 三门峡市

02 于建军 鹤壁市 17 张彦冰 三门峡市

03 朱朝林 鹤壁市 18 张迎军 焦作市

04 吕秀彦 南阳市 19 杨延卿 洛阳市

05 刘 军 平顶山市 20 赵振勇 周口市

06 刘恒军 新乡市 21 夏端勇 开封市

07 孙立军 信阳市 22 高 璞 新乡市

08 孙伟强 郑州市 23 高家斌 漯河市

09 李向阳 济源市 24 郭志彦 濮阳市

10 李东亮 商丘市 25 郭晓建 省直

11 李志伟 安阳市 26 贾良平 驻马店市

12 李建国 焦作市 27 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术团 许昌市

13 陈凤伟 驻马店市 28 徐安民 郑州市

14 陈爱国 平顶山市 29 黄敬轩 濮阳市

15 尚红阳 南阳市 30 蔡红杰 商丘市

（只填写候选人序号）

投票人身份证号：

投票规则

由河南省军区牵头组织，省委宣传部、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总工会和省军
区政治部联合组织开展的河南省第七届优秀复
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利用河南电视台、
河南军事网络电视台和河南国防教育网等宣传
平台，采取电视、文字、图片同步宣传的模式，对各
省辖市和省直有关厅局推荐的成绩突出、事迹感
人的复转军人进行了宣传报道。经河南省优秀复
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审定，河南
省第七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候选人共30名。

根据评选表彰工作程序，主办单位在河南
日报、大河报、河南日报（农村版）、东方今报及

大河网和河南国防教育网同步刊登“公众投票
启事”、选票和候选人序号，候选人主要事迹见
河南国防教育网（网址：www.hngfjy.com）。

7月 4日至 7月 10日，欢迎广大群众积极
参加投票评选。如对候选人有意见，请于7月
7日前向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映。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9号河南省军区
电视网络宣传中心，邮编：450014，电话：
0371-81670745，电子邮箱：hngfjy@126.com。

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2017年7月3日

河南省第七届优秀复转军人
年度人物评选公示和投票启事

河南省第七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
候选人序号、姓名、推荐单位一览表

河南省第七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选选票

一、主办单位

中国文字博物馆

二、奖励对象

自本公告发布之后，海内外对甲骨
文释读作出公认的突破性贡献的学者个
人、科研团队及有关学术机构。

三、奖励标准

1.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
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 10
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
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
字奖励5万元。

2.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
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经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后，可认定为
承担1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四、评审程序

1.成果征集。参评者须撰写《甲骨文
释读成果科学论证报告》，经2名具有正
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后，报送中国

文字博物馆。
2.专家评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组织甲骨文释读成果评选专家
委员会，对所征集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
评审和科学鉴定后，提出建议奖励成果
和作者名单。

3.社会公示。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批准后，奖励成果及作者名
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上
公示7日。

4.公开奖励。此项工作列出专项经
费，对公示无异议的研究成果按规定予
以奖励。

五、有关要求

1.鼓励甲骨文研究者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研究手段相
结合，形成原创性研究成果。《论证报告》
须内容丰富、论证严密、资料翔实、方法
科学、表述规范，不做格式化要求。凡属
主观臆测、缺乏科学依据的成果，一律不
予参评。

2.参评者须保证其提供的成果无侵
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无知识产权争

议。参评者需对申报成果的真实性负
责，参评成果引起的法律纠纷由参评者
自行负责。凡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
行为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参评资格。
如果获奖，一律追回奖金。

3.《论证报告》一律用计算机填写、
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报送材料包
括：（1）每项《论证报告》纸质文本5份，其
中原件 1份、复印件 4份，电子文本 1份
（请用Word文档制作）；（2）2名正高级
职称同行专家的推荐意见。材料不符合
要求者不予评审。

4.中国文字博物馆有权使用获奖成
果的所有数据和资料。

中国文字博物馆保留最终解释权。
通信地址：中国河南省安阳市人民

大道656号
邮政编码：455000
联系电话：
0372-2266050 2266053
电子邮箱：
jiaguwenshidu@163.com

中国文字博物馆
2016年10月28日

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
奖励公告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同意，为充分调动海内外甲骨文研究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解决甲骨文释读目前面临的瓶

颈问题，推动甲骨文释读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中国文字博物馆自即日起组织实施甲骨文释读成果专项奖励计划，面向海内外

公开征集优秀成果并予以奖励。现公告如下：

□本报记者 栾姗

7月 3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加强个
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已印发，我省将
探索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政务和个人诚
信监督体系，这意味着“诚信河南”社会和个
人信息体系进入“信息共享时代”。

政务诚信：
一体化网上政务平台年底运行

政务公开的标准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
是例外”。

按照《河南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
案》，我省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将在今年年
底运行，并实现省直各部门，省辖市、县(市)区政
务信用信息记录全覆盖，政务失信信息在全省
范围内实现归集共享，初步建立政务失信行为
联合惩戒机制，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融合。

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是提高政府行政
效率、提升政府公信力、提升各级政府诚信行政
水平和公务员队伍诚信履职意识的有效举措。
我省政务诚信建设的重点领域分别是政府采
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债务、政府统计、街道和乡镇。

按照要求，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职过程
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相对不
起诉、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将
纳入政务失信记录。依托“信用河南”网站及
各省辖市、县（市）区信用建设网站依法依规逐
步公开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

个人诚信：
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实现共享

一扫身份证，就可以查询公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信息，根据信用额度给予不同的授信交易。

按照《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
施意见》，我省以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为突破

口，推动建立各地、各行业个人诚信记录机
制，实现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个人征信信息的
记录、归集、处理和应用。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首要是建立重
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以食品药品、交通安
全、环境保护、税收缴纳、医疗卫生等领域为
重点，以公务员、律师、教师、医师、房地产中
介从业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导游等职业人群
和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为主
要对象，加快建立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
制，统一推广使用职业信用报告。对企事业
单位严重失信行为，在记入企事业单位信用
记录的同时，记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信用记录。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但是对重点领域失
信个人和企事业单位实施惩戒的同时，也要建
立公共信用信息纠错、修复机制。对在规定期
限内纠正失信行为的，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
象，可以通过按时履约、志愿服务、慈善捐助等
社会公益服务形式修复个人信用。③4

□本报记者 孙勇 田宜龙 冯军福
本报通讯员 魏延军

6月30日，大中午，天闷热得像个蒸笼。偃
师市缑氏镇崔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晶晶刚放下
手中的活儿，便向记者提议说，趁着中午的空
隙，一同去贫困户家中走走。

村里的街道，七拐八绕，杨晶晶却是轻车熟路。
50岁的崔天河蹬着三轮车出门，大老远看

见杨晶晶来了，上前把她拦住：“晶晶，这是我刚
烤熟的玉米，你尝尝！”

孤寡老人杨互生看见杨晶晶来了，就像招
呼自己闺女一样，从院子里的桃树上摘下满满
一兜桃，执意让她收下。

然而，2015年10月，刚来到村里担任第一
书记时，杨晶晶并不像现在这么受欢迎。“没在
农村生活过，又是家里的独生女，对农村情况几
乎一无所知，这女娃子能带领我们脱贫致富
吗？”不少村民心里嘀咕。

驻村后的第一次入户走访，杨晶晶便吃了
闭门羹。但她没有气馁，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
己的真诚打动村民。

特困户崔耀刚早年在建筑队打工时，不慎
摔断腿造成下肢瘫痪，媳妇儿不辞而别，留下
他和女儿相依为命。杨晶晶了解情况后，自掏
腰包拿出1000元给崔耀刚补贴家用，又积极
帮其办理大病救助等保障手续。入户走访时，
发现杨互生、姬自高、张书勋等老人冬天衣服
单薄、被褥破旧，杨晶晶个人出资为他们送去
衣物和生活用品……

真心换真心。就这样，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逐渐成了村民口中的“好闺女”。她对群众好，群
众也喜欢她。看到记者前来采访，村医崔宏章拿
出自己手写的一封感谢信，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
了杨晶晶为村里忙前跑后的辛劳，“这闺女，嘴快、
手快、腿快，办事风风火火，待人实诚着哩！”

崔河村是省级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10
户490人。杨晶晶明白，让这些贫困户彻底摘掉

“穷帽子”，仅靠送衣送被显然不够。“输血”不如
“造血”，有产业才会有就业，脱贫也才能有后劲。

经过走访调查，她认为还
得从土里刨“金子”。缑氏镇
是“葡萄之乡”，蔬果种植又具
有周期短、见效快的优势，发

展大棚产业可能是崔河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但想把大棚建起让村民真正受益，摆在面前有三
道坎：资金哪里来？技术找谁学？销售怎么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杨晶晶的协调下，
偃师市移民局和工商局先后出资，在崔河村
建成了30个葡萄大棚和8个蔬菜大棚。大棚
由村委会集中管理，安排贫困户参与种植、管
理并进行年终分红。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
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科学种植方法。
将葡萄和蔬菜销往附近需求量大的偃师市三
轮车厂和鞋厂等企业和人口集中的地方。

种植、管理、销售等环节一一打通后，崔河村
的大棚效益年年提高，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走上致
富路。目前，除8户17人享受低保、五保政策兜
底外，村里的其他贫困户均已实现稳定脱贫。村
里富了，村民乐了，杨晶晶把眼光放得更远了，“村
里注册成立了果蔬种植合作社，下一步我们要把
崔河的果蔬品牌打进郑州和北京的市场。”③5

“诚信河南”进入信息共享时代

崔河村的“好闺女”

“夏季雷霆”“雷声”大“雨点”也大

全省法院50天执结135.4亿元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盛夏时节，全省法院

执行干警开展“夏季雷霆”集中行动。7月3日，
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5月10日开始的“夏季雷霆”行动成果丰硕，
截至6月底，短短50天时间，全省法院共执结
各类重点案件6.7万件，标的金额135.4亿元。

为确保“夏季雷霆”专项活动顺利开展，全
省各级法院普遍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三级法院院长纷纷到执行一线指挥行
动，直接承办钉子案。

6月15日凌晨3时，漯河市中院院长陈松
林现场指挥全市两级法院，对55名失信被执行
人采取强制措施，执结案件13件，标的286万

元。6月22日，郑州市中院院长于东辉带领50
余名执行干警冒雨开展集中执行，当天共拘传
7案10人，执结标的6017万元。

被执行人难找一直是执行工作面临的一大
难题，为了破除这个障碍，全省法院积极向党
委、政府寻求支持。柘城县、新密市、郑州市中
原区等地法院与公安部门联动，成立了“警务工
作室”。对于拒执犯罪，全省法院坚持“严”字当
头、以“打”促执，一个多月来，共审结拒执罪案
件8853件，判处676人。

对于公职被执行人，各地法院首先通过组
织谈话、开训诫会等方式，促使其自动履行法律
义务。经教育仍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采取强制

措施。借助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
河南省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
建设的实施意见》这一“利器”，全省法院“夏季
雷霆”行动目前共执结公职“老赖”案件809件，
执结到位金额1.6亿元。

在破解执行难的道路上，我省法院通过多
种渠道促使案件得到执结。6月 8日，登封市
法院在我省率先为失信被执行人订制手机彩
铃，20多天来该市已有40余名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了法定义务，实际到位执行款 500余万
元。郑州市中院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广“失信彩
铃”，这一做法在我省也被越来越多的法院采
纳。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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