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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欣）10月13日，
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日前联合出台了《关于开
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的办法》，我省成为 8个试点省份
之一，试点期限为一年。

据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案件
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开展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是推
进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
举措，也是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一大
进步。

推进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全覆盖，
我省依托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进行了5
年多的探索实践。2012年4月，我省
在济源市、永城市、登封市、濮阳县、
洛阳市涧西区、焦作市山阳区6个试
点地区探索刑事律师辩护全覆盖，没
有聘请律师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只要

提出申请，就直接向其提供法律援
助，从侦查到审判阶段全程援助。

2016年 12月，省司法厅联合省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审判
阶段刑事辩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试点工
作，条件成熟后，将在全省范围内实
施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我省选择
了 31个县（市、区）开展审判阶段刑
事法律援助全覆盖试点工作，对于可
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没有
辩护人的，除被告人以书面形式拒绝
以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为其提供辩护。

今年前9个月，31个试点县（市、
区）办理审判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3523件，刑事辩护率达70%，其中委
托辩护率 29%，法律援助辩护率
41%。③5

本报讯（记者 陈慧）10月 14日，
省政府在郑州举办《森林河南生态建
设规划（2018-2027年）》评审会，经过
审阅、质询和讨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尹伟仑，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唐守
正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
通过该规划。

2008年以来，我省实施了《林业生
态省建设及提升工程规划》，全省共完
成造林 3990 万亩，森林抚育 2242 万
亩，至 2016 年年底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2%，比 2007 年提高了 4.76 个百
分点。但是，河南还是个生态小省，和
生态大省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要
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强省，面临的任务
还很艰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要求在新一轮林业生态建设中
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根据《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

（2018-2027年）》评审稿，未来10年，
我省对国土绿化、资源保护、森林质量
提升、森林城市建设、绿色富民产业等
内容将进行全面规划，着力构建“一核
一区三屏四带多廊道”的总体布局。
其中，“一核”为郑州大都市生态区；

“一区”为平原生态涵养区；“三屏”为
太行山地生态屏障、伏牛山地生态屏
障、桐柏—大别山地生态屏障；“四
带”为沿黄生态涵养带、南水北调中线
水源地及干渠沿线生态涵养带、沿淮
生态保育带和大运河及明清黄河故道
生态保育带；“多廊道”为以铁路、公
路、河流等组成的生态廊道网络。到
2027 年，规划国土绿化造林总面积
2252 万亩，森林抚育总面积 3888.61
万亩，退化林修复 374.51 万亩。到
2022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7.5%，森林
蓄积量达到2.1亿立方米；到2027年，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30%，森林蓄积量
达到2.5亿立方米，森林质量和生态服
务功能显著提升，生态状况步入良性
循环。

据悉，《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
（2018-2027年）》评审稿根据专家意
见修改完善后，将报请省政府批准实
施。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任国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决策部
署，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我省已
启动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第
一批三个督察组于10月12日开始陆
续对郑州市（含巩义）、安阳市（含滑
县）、濮阳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督察
时间为20天左右。

据了解，开展省委省政府环境
保护督察是我省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完成环境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
务、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美丽河南的

重要抓手，旨在着力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此次督察主要围绕各级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决策部署
情况，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
况，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情况，环境保护工作推
进落实情况等。重点督察各地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情况，推动
落实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确保完成我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各项目标任务。③5

本报讯（记者 黄晖）10 月 13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郑州炎黄国
际马拉松赛将于 11月 26 日在郑州
市惠济区鸣枪开赛，目前报名工作
已经开始。

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田
径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郑州市体育局、惠济区人民政
府、河南世纪中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据介绍，炎黄国际马拉松赛将
以黄河大堤为跑道，途经世界文化遗
产古荥大运河，旨在让跑友们在母亲
河畔畅跑中原，一览华夏文明起源地
的风貌。马拉松赛的终点，将设在黄
河游览区炎黄二帝广场，届时，赛事组
委会将号召和组织跑友们拜祭黄帝、
炎帝，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赛会

打造成一场“运动+文化”的盛宴。
今年的炎黄国际马拉松赛将设

男、女全程马拉松，男、女半程马拉
松，5公里小马拉松和亲子马拉松项
目，参赛人数控制在2万人左右。其
中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5公里
马拉松接受线上（登录郑州炎黄国际
马拉松赛网站）报名和现场（郑州市
金水区黄河路与黄河南街交叉口向
南 30米路西）报名，全、半程马拉松
报名时间为 10月 13 日 11:00 至 11
月 10日 17:00，5公里马拉松网上报
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 15日；亲子
马拉松只接受现场报名。

2017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赛设
置了全、半程业余组名次奖励。其中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前8名运动员
将获得800元至2万元的奖励。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0月 13
日，“许昌英才港”开港暨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许昌行活动仪式在许昌举行。

近年来，许昌市委、市政府始终坚
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加强党政人才、专业技
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技能人才和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先后引进

“两院”院士10人、“长江学者”2人、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3人、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3人、省科技进步奖1人、博士
166人，全市各类人才总数达38.9万
人，实现了人才总量和质量双提升。

去年以来，许昌抓住国家大力支
持创业创新的有利机遇，制订出台

“许昌英才计划”，设立15亿元的“许
昌英才基金”，深入实施引才聚才

“5115 工程”，致力把许昌打造成中
原经济区重要的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许昌英才计划”实施以来，共引
进带技术、带项目的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36个，高层次人才326名；今
年又专门拿出 3299 万元资金对 16
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59名高层次
人才进行了首批奖励扶持，吸引了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等一大批
海内外人才来许创新创业、扎根发
展，“许昌英才计划”已成为在全省乃
至全国有影响的人才工作品牌。

“许昌英才港”项目是落实“许昌
英才计划”，实现人才强市战略的重要
载体，是一个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
人才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以服务许
昌主导产业对人才、项目的需求为基
础，以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和
人才发展机制为目标，通过整合政府、
高校、认证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
社会组织等优势资源，有效带动许昌
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和
落户，构筑许昌产业发展的人才高地，
推动许昌经济转型发展。③5

□本报记者 孔学姣 尚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平舆县射
桥镇马庄村扶贫基地的白象辣椒种植
园里，1000亩的朝天椒沉甸甸地缀满
了枝头，摘辣椒、晒辣椒、拣辣椒……
村里呈现一片红火的丰收美景。

10月 13日，村民赵小青在地里忙
着摘辣椒，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从今年三月份育苗开始我就来这里
干活了，目前已经挣了六七千块钱，日
子可比过去好多了！”

一年前，60岁的赵小青还经常是
愁眉苦脸。一家四口人，老伴、儿子都
患有疾病，孙子在上学。

马庄村位于平舆县最北部，属于典
型的偏远贫困村，交通不便、又缺乏产业
支撑。全村5467人，其中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121户、286人，脱贫任务艰巨。

如何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来带动贫
困户增收致富？这成为马庄村党支部
书记叶宏亮、驻村第一书记刘书锁重
点考虑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们听说白象食品集团有意在当地建设
扶贫产业基地，便主动找上门，介绍了
村里的情况，白象集团董事长姚忠良
实地考察后，当即表示可以在当地发
展辣椒种植，带动群众致富。

听说要种辣椒，叶宏亮和刘书锁都
犹豫了。一方面，当地农民常年种植玉
米、小麦，没有大规模种过辣椒，缺乏经
验；另一方面，辣椒价格波动大，辛辛苦
苦种一年，卖不上价钱可咋办？

白象集团承诺：马庄村种植的辣
椒，该公司全部到地头收购，确保农民
有钱赚、不亏本。同时，聘请农业种植
专家，免费对农户从选种、育苗、整地、
耕作、采收等环节进行辅导和培训。

吃了定心丸，叶宏亮和刘书锁甩开
膀子，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了
1000亩土地，发展辣椒种植。尽管今年
雨水偏多，辣椒产量受到了一定影响，但
亩产仍在500斤以上。按照每斤5.26元
的“保护价”，每亩地收入达到2600元。

而在刘书锁看来，有了产业的支
撑，到今年年底，马庄村整村脱贫不成
问题。他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有80
多户贫困户将到户增收资金放到辣椒
种植合作社，每户一年可得分红1200
元；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每年又有2000
多元的收入；再加上到辣椒种植园的
务工收入，一般在 5000元以上，稳定

脱贫不成问题。”
马庄村现在有了更高的目标，他

们正积极谋划，以辣椒种植园为基础，
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特色优势，发展
成为豫南地区重要的“优质品类蔬菜”
种植基地，彻底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
水平，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明年我们计划把辣椒种植扩展到
2000亩，由目前的一个村发展到三个
村，把辣椒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射桥镇
党委书记刘震说，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
该镇紧抓产业扶贫这个根本，结合乡情
打造一批特色产业，着力实现“户户有增
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0 月 12
日，来自省教育厅的一组数据显示：截
至9月1日，今年我省51.7万名普通高
校毕业生中，有42.4万名实现就业，较
上年增加1.2万人，就业率为82.1%，高
于去年同期 1.14个百分点；大学生自
主创业人数达到 16653人，其中自主
创业毕业生人数为5663人，占毕业生
总数的1.1%，同比增加529人；在校生
自 主 创 业 10990 人 ，同 比 增 加 386
人。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的 51.7万
毕业生中研究生1.4万人、本科生25万
人、专科生 25.3 万人，较上年增加 0.7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毕业生人数增加，就业形势更加
严峻，能够实现就业和创业人数“双
增长”，得益于我省多措并举，将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全

力推进。
积极搭建平台，实施精准化就业

指导服务。通过开展就业状况调研
和就业创业课题研究、实施高校就业
创业指导队伍“523 培训计划”等，进
一步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省教育
厅联合省人社厅等十部门开展“新梦
想”就业公益帮扶行动，举办现场、网
上双选活动 21场，提供就业岗位 4万
余个。省毕业生就业市场 14个分市
场、各高校举办了 85 场大中型校园
双选会和 4000多场小型专场双选活
动，共提供就业岗位 80余万个；我省
还加大对就业困难特殊群体的帮扶
力度，为家庭经济困难、身体残疾等
就业困难毕业生提供“一对一”就业
服务，为 53 所省属高校的 13688 名
应 届 毕 业 生 发 放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2053.2万元。

拓宽就业渠道，大力引导毕业生
基层就业。今年的“特岗教师”计划共
招录 15300 人，较去年增加 1750 人，
招录人数连续 9年居全国第一；选调
生、三支一扶、“基层卫生医疗特设岗
位”计划、西部计划和我省贫困县计划
等基层项目，共提供就业岗位 5607
个；通过开展大学生征兵“政策咨询
周”“宣传月”等活动，全力做好大学生
征兵工作。

加大扶持力度，深入推进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出台《深化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把创新创
业型人才培养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大
学全过程；省直多部门大力支持建成
的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
地投入使用一年多以来，入孵企业累
计 100余家，培训并辅导大学生创业
团队170人次，壮大团队6家；2013年

以来，省教育厅连续多年共投入2700
万元引导扶持 386 个大学生创业项
目，其中今年投入500万元扶持 80个
项目。

抓好评价反馈，发挥就业导向作
用。省教育厅充分发挥就业导向作
用，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
今年与省人社厅、省发改委联合建立
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普通高校毕业
生需求统计调查制度，引导高校主动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该制度在全国属
首创。今年我省新增“物联网工程”等
143个本科专业、“材料工程技术”等
282个高职高专专业。在安排招生计
划时，停止就业率低于 30%或连续三
年就业率低于50%的专业招生计划安
排，逐步减少学校就业率低于 60%或
就业率连续多年下降、人才相对过剩
的专业招生计划安排。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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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就业渠道 加大扶持力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双增长”
省委省政府第一批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郑州安阳濮阳

我省成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全国试点

郑州炎黄国际马拉松11月26日开赛

揽全球“英才”助莲城腾飞

“许昌英才港”正式开港

小辣椒铺就脱贫路

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提出

未来10年规划造林2252万亩

10月14
日，夏邑县
会亭镇花园
村村民正在
给 白 菜 施
肥。清晨的
阳光伴着劳
作的身影，
构成一幅美
丽 的 秋 作
图。⑨6
王高超 摄

10月12日，郑州市
民公共文化服务区综合
管廊与地下交通工程正
加紧建设。服务区总面
积23.53平方公里，主要
包含地下公共步行空间、
地下综合管廊、地下交通
环廊、地下公共停车库及
景观工程五大部分。该
工程计划于2018年投
入运营。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制图制图//刘志强刘志强

视觉新闻

地下管廊
加紧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