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东站 厦门北站 南昌西站郑州东站

厦门北

在新的列车运行图中，郑州铁路局新增直通旅客列车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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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晶
晶）8月 22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获悉，
自9月21日零时起郑州铁路局将实行新
列车运行图，新增郑州往返厦门的高铁
列车。届时乘高铁从郑州东站到达厦门
北站最快仅需10小时39分，较普速列车
缩短 17小时 55分，高铁列车经停武汉
站、庐山站、南昌西站、福州站等省会城
市和旅游城市。

据悉，在新的列车运行图中，郑州
铁路局新增直通旅客列车 2对，由郑州
东站往返厦门北站、南昌西站。其中郑
州东—厦门北G2045/8/5次列车，郑州
东站 8:14 发车，18:53 到达厦门北站；
厦门北—郑州东G2046/7/6次列车，厦
门北站 7:07 发车，17：58 到达郑州东
站；郑州东—南昌西 G2043 次列车，

15：21 郑州东站发车，20:48 到达南昌
西站，南昌西—郑州东 G2044 次列车，
南昌西站 8:55 发车，14:00 到达郑州
东站。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郑州铁路
局新列车运行图的高铁、客运专线均实
行日常、周末和高峰三种列车运行线，其
中，日常运行线每日开行，周末运行线为
周五至周日开行，高峰运行线仅在春运、
暑运、黄金周、小长假等客流高峰期时开
行。

据了解，此次新列车运行图与全路
铁路运行图同步调整，涉及方向广、车次
多。郑州铁路局提醒广大旅客，具体车
次、到站、时刻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 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请及时
关注相关信息，合理安排出行。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月 22
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郑州中
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河南省
文物考古学会承办的第一届中国
考古·郑州论坛在郑州开幕。这是
继去年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之后，
又一个高端考古盛会落户河南。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
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全国40多家高
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百余位
专家共襄盛会。

此次论坛为期三天，议题是
“区域互动与文明化进程”。在进
行学术研讨时，论坛将打破小组讨
论的惯例：先由相关领域的 16位
专家分别发布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后经专家点评并提出问题，再进行

交流讨论。同时，与会专家学者将
围绕中国文明探源历程、“最初的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重大热
点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会后，他们
将前往巩义双槐树遗址、荥阳官庄
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
示，论坛会址常设郑州是基于其悠
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底蕴，对中
国考古学的滥觞之功以及近年来
河南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出色成
绩。把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
的研讨作为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旨
在探索人类早期文明和中华文明
起源。

据悉，该论坛将常设郑州，每
两年举办一次。③7

本报讯（记者 高超）为持续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持续
有力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
府若干意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8月22
日，省纪委再次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四起典型问题分
别是：

洛阳市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
曙光违规操办女儿婚宴并违规收受礼金
问题。2016年 6月初，赵曙光向组织报
备拟设宴8桌操办女儿婚宴。2016年6
月 11日中午、6月 15日中午和晚上，赵
曙光分别在两个酒店分3次操办女儿婚
宴，共设宴21桌，并邀请27名管理服务

对象参加，违规收受礼金 7400元。事
后，未如实向组织报告有关情况。调查
期间，赵曙光主动将违规收受礼金上交
廉政账户。2017年 6月，洛阳市纪委给
予赵曙光党内警告处分。

新乡市牧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邵秋柱违规借用企业车辆问题。2012
年 7月，时任花园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
邵秋柱以辖区内某小区项目拆迁需要协
调配合为由，借用开发商一辆小汽车使
用，并将车辆维修及燃油费在花园办事
处报销。2013年国庆节期间，邵秋柱将
该车送至海南省文昌市供其子邵某使
用，直至 2016 年 9月才将该车归还企

业。其间，车辆维修及燃油费由邵秋柱
个人支付。2017年 6月，新乡市纪委给
予邵秋柱党内警告处分。

信阳市水利局原总工程师、副局长
杨天喜，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锋违规公
款旅游问题。2013年7月9日至11日，
杨天喜、徐锋二人在青岛参加中国水利
学会举办的业务培训，培训结束后，二人
擅自改变行程，以考察水利项目的名义
乘飞机到西宁旅游，于7月15日返回信
阳，并将旅游花费的相关费用8730元在
单位报销。2017年 6月，信阳市纪委分
别给予杨天喜、徐锋党内警告处分，责令
退赔旅游费用。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原校长王豪义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2013 年、
2014年、2015年春节前，王豪义接受一
家与该校有校企合作关系的公司股东卢
某所送超市购物卡累计5000元。2013
年中秋节前，接受该公司另一股东李某某
所送月饼等节礼若干；2013年至 2014
年，王豪义先后3次接受李某某邀请，到
信阳黄柏山风景区、山西王莽岭风景区
等地旅游，3 次旅游共计 6 天，花费近
3000元，王豪义仅支付第二次旅游门票，
其余费用均由李某某负担。2017年 6
月，开封市纪委给予王豪义党内警告处
分，并收缴违纪所得。③4

济源市下冶镇北桐村曾是一
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村庄。近
几年，北桐村通过狠抓党建、发展
烟叶种植等一系列措施，走出一条
党建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三
位一体的扶贫新路。

8月21日一大早，村民武国富
和妻子驾驶着新买的机动三轮车，
到自家的烟地里采摘烟叶。他家
以前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
今已实现稳定脱贫。

武国富告诉记者，北桐村党
支部要求村里的每名党员至少联
系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连
心帮扶，村里 13名党员已经和 18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
子。

对武国富进行帮扶的是村里
的监委会主任武广富。今年60岁
的武广富有近 30年的种烟经验，
在他的帮扶下，武国富家的烟叶
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产量、效益也
逐步提高。目前，武国富种了6亩
烟叶、2亩小辣椒和 3亩多制种白
菜，仅烟叶每亩地便能收入三四千
元。

驻村第一书记李满红告诉记

者，烟叶种植是北桐村农民脱贫致
富的主要产业。村里在2015年成
立了烟叶专业合作社，使得村里烟
叶种植实现了有组织、大规模机械
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2016 年北桐村
种植烟叶近400亩，总产值138万
余元，对村民脱贫起到了积极拉动
作用。

该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最近
还收获了一个小“惊喜”：李满红协
调市卫计委为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免费发放“健康服务包”，里面有
创可贴、风油精、纱布、控盐壶、控
油壶等物品。

患糖尿病多年的贫困户侯心
灵告诉记者，除享受正常的医疗保
障服务外，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还
可以进行一次免费体检。“我们的
村医更是没说的，随叫随到。”

李满红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健康扶贫建设，把北桐村打
造成一个健康、富裕、文明、和谐的
美丽山村。③6

（济源日报·融媒平台专稿 记
者 原震宇 李旭利）

9月21日起郑州铁路局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去厦门首开高铁 时间缩短近18小时

省纪委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首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开幕
论坛会址常设郑州

扶贫花开幸福来

党报融媒之窗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8月 22
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省高院日前出台了《关
于服务和保障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14条具体措施，从审判、执行、监
督、便民等方面将司法服务延伸至
扶贫领域，全方位为脱贫攻坚工作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
加强涉贫案件的审判工作，努力为
脱贫攻坚构建公正、公开、透明的
法治环境。依法审理涉贫刑事案
件，精准打击侵害贫困群众的刑事
犯罪，依法严惩脱贫攻坚中出现的
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着力
保护涉农资金安全；依法妥善审理
涉贫民商事案件，及时有效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依法审理涉贫行政案
件，确保国家惠民政策有效落实；
依法审理涉贫环保案件，防止污染
产业向贫困地区转移，为绿色发

展、生态脱贫保驾护航；探索有利
于扶贫开发建设的快速执行、主动
执行等有效方法，兼顾群众利益保
护和市场主体持续发展，对涉讼困
难企业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
施，从司法角度最大限度维系困难
企业的“造血功能”，为脱贫致富奠
定经济产业基础。

《意见》还要求，全省各级法院
要不断优化服务和保障机制。对
涉贫案件实行专项立案、上门立案、
远程开庭、巡回审判等便民诉讼服
务；通过健全“法官联系点”“驻村工
作室”和举办法律培训班，帮助农村
基层组织完善民主议事规则，形成
预防犯罪和化解矛盾的合力，推动
贫困地区民主法治建设。

《意见》指出，全省各级法院院
长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省高院将严格按照督促检查
机制，对帮扶不到位、工作责任不
落实、导致严重后果的，实行“一票
否决”，严肃追究责任。③3

省高院出台《意见》护航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8月22日，146名“城市美容师”在商丘市商丘好人爱心早餐店吃上了热乎乎的早餐。
“商丘好人爱心早餐”由该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发起，倡导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每周一

至周六为一线环卫工人和其他受助群体提供免费早餐。运营10个多月以来，已提供免费
早餐5万多份。⑨7

图① 两名小学生利用暑假来商丘好
人爱心早餐店做义工

图② 早餐店门口每日公布的就餐信
息

图③ 工作了几个小时的环卫工人吃
上热腾腾的早餐

8月 22日，光山县砖桥镇李岗村桦昌生态园饲养员正在给蓝孔雀
喂食。该生态园 2014 年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引进优质种蓝孔雀
6000只，目前已经发展到4万只，年产值达到3700多万元，带动村里
21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⑨7 谢万柏 摄

爱心早餐
让爱传递

本报讯（记者 谭勇）8月22日，国
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九督导
组督导河南安全生产汇报会在郑州举
行，安排部署河南安全生产大检查督
导工作任务，听取省政府安全生产工
作和安全生产大检查进展情况汇报。

我省既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和人口
大省，又是新兴的经济大省和工业大
省。当前我省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
时机，安全生产制度、体制机制与工业
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
不配套，安全生产面临的深层次、结构
性矛盾和问题仍然很突出。全省工业
门类齐全，共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38
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超过2.3万家。截至2016年底，全省
共有煤矿390处，其中煤与瓦斯突出
矿井 80 处，居全国首位；非煤矿山
1172处，尾矿库620座，超深矿井、煤
系矿井、头顶库、一等库数量分别居全
国第一；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有 732

家，营运车辆多达127.8万辆，油气长
输管道 7034 公里，粉尘涉爆企业
1983家，液氨制冷企业2679家，安全
生产任务繁重。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和省委、省政
府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部署，截至 8
月 18日，全省 113038家生产经营单
位全部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
隐患的整改率为92%。据了解，我省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生产安
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连续多年实现
了“双下降”。今年 1月至 7月，全省
各类生产经营性伤亡事故总量和
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0.48%和
11.35%，无特别重大事故发生。

国务院安委会督导组表示，通过

这次督导，了解河南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河南在安全生产
工作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发现安全
生产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努
力找到有效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的措施，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统
一安排部署，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
国务院安委会第九督导组将赴平顶山
市督导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组织部
署情况、组织开展自查自改情况、严格
安全监管执法情况、突出问题和重大
隐患整改情况、舆论宣传情况，并现场
检查部分煤矿、非煤矿山、危化等企业
的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情况。③5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大事，是经济社会协调健

康发展的标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统一部署，安全生产齐抓共管、

社会共治的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安全

生产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从今日

起，本报开设专栏，报道全省安全生

产大检查中发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和

先进典型，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曝

光，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

的安全生产环境。

国务院安委会督导组抵豫督导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大检查

开栏的话: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