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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8 日 电
2017 年 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审议通过了《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以
下简称《规定》）。之后，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
件，《规定》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明确，开展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应当坚持依
法审计、问题导向、客观求实、鼓励
创新、推动改革的原则，主要审计
领导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生态文明
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遵
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情况，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情
况，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情况，履行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
任情况，组织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资金征管用和项目
建设运行情况，以及履行其他相关

责任情况。
《规定》强调，审计机关应当根

据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在
地区或者主管业务领域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情况，结
合审计结果，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
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情况变化产生的原因进
行综合分析，客观评价被审计领导
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

《规定》要求，被审计领导干
部及其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对
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
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负有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的工作部门应当加强 部 门 联
动，尽快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数据
共享平台，并向审计机关开放，为
审计提供专业支持和制度保障，
支持、配合审计机关开展审计。
县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
加强对本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及时
听取本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情
况汇报并接受、配合上级审计机
关审计。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不称贤
达，亦非鸿儒。他们平凡得像一棵
小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吐尽细
丝，不忘初心，不负韶华，甘为人梯，
守好了一段渠，种好了一亩田。他
们的爱心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
们的品质经岁月洗濯，历久弥新。
待到蜡炬成灰，桃李成林，方才绽放
了最美的自己。”11月28日晚，河南
大学大礼堂内，一段优美的颁奖词
打动了现场观众，河南省普通高等
学校第一届“大美学工”颁奖典礼在
这里举行。

我省高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精

神，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涌现
出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形成了
一批特色品牌。为表彰先进，树立
典型，推动我省高校学生工作内涵
式发展，我省举办了普通高等学校
第一届“大美学工”暨首届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评选活动。郑州大学
等10所高校获“十佳优秀学生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毕业生‘三个一’
主题教育活动”等 10个项目获“十
佳优秀学生工作品牌”称号；杨国欣
等 12人获“十佳优秀学生工作者”
称号；《河大印象之岁月·书香》等项
目荣获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
奖。③7

□本报记者 薛迎辉 尚杰

11月 27日下午，郑州市金水区文
化路街道办事处蓝堡湾社区服务中心
里，不时传出欢声笑语。10多位老人
聚在一起，在义工阎秀霞手把手地指
导下，用一把把剪刀剪出了漂亮的郁
金香、君子兰、玫瑰等丝网花。

“这多亏了梦园他们组织的创意
手工坊。”62岁的宋学英阿姨说，自己
退休后在家很无聊，后来在社工的组
织下，大家凑在一起动手做手工，原
本陌生的老年人变成了“好姐妹”，感
觉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意思，心态也越
来越年轻。

宋阿姨所说的“梦园”，是郑州市
郑东新区乐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乐意社工中心”）的一名员
工，负责蓝堡湾社区的老年服务工
作。今年 4 月才成立的手工坊小组，

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参加，通过定期举
行活动，人气越来越旺，每期都吸引
20多人参加，除了老年人还有年轻的
母亲，名字也由老年手工坊改为创意
手工坊。

创意手工坊是乐意社工中心在蓝
堡湾社区所开展的众多服务项目中
的一个。蓝堡湾社区综合社工服务
项目负责人刘垒垒介绍，乐意社工中
心的服务项目由金水区民政局出资
购买，联合文化路街道办事处共同实
施，具体由乐意社工中心负责运营管
理，所提供的服务涵盖老年人、残疾
人、妇女儿童、青少年等不同群体，通
过“社工+义工+社会组织”的服务模
式，努力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社区服
务。

“社工的到来，让社区增添了家的
氛围。”蓝堡湾社区党支部负责人说，

“他们不仅成立了合唱团、舞蹈队、手

工坊，还不定期举办社区茶话会、健康
义诊、教育讲座、亲子 DIY等活动，带
动更多的居民加入义工队伍、参与社
区服务，让社区变得更美好。”

其中，乐意社工中心重点打造的
“儿童之家”，通过智慧书屋、心灵驿
站、四点钟课堂、益趣空间、家庭共成
长等方式，为社区的孩子们放学后提
供了去处，并着力帮助一些困境儿童
健康成长，受到居民的好评，蓝堡湾因
此入选郑州市 5个“儿童之家”试点社
区。

在文化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负责
人看来，引进社工是为了“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蓝堡湾社区目前尽管

只有 4 名社工，但他们利用自身的专
业特长，盘活了社区闲置资源，提供了
大量的社区服务，让基层组织有更多
的精力从事党建、行政、教育、社保等
服务，而这正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
初衷。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
展，社工服务日益成为社区服务不可
或缺的内容。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社
工缺口巨大。截至去年底，全国仅有
76万名社工，持证社工不足30万。“社
工在我省尚属于起步阶段，社会对他
们应该有更多的认同和尊重，共同携
手打造居民生活的温馨家园。”乐意社
工中心理事长丁慧敏说。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胡舒彤

推进冬季清洁取暖，一头牵着百姓
温暖过冬，一头连着蓝天白云，是重大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11月28日，记
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召开的清洁
取暖与电能替代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我
省把推进清洁取暖作为治理大气污染
及改变农村生活方式的重要措施，成效
显著。

目前，全省范围内已累计实施包括
清洁电采暖在内的电能替代项目5900
多个，增加替代电量 301亿千瓦时，相
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少散烧煤、直燃
油8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75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等污染物21万吨。

清洁取暖，减排“看得见”

“开浴池七八年了，往年都是用煤
烧水、供暖，整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
在尉氏县大马乡大马村，大马洗浴中心
老板娘张书梅告诉记者，今年她家的浴

池完成“煤改电”改造，从此告别“昏天
暗地”烧煤的日子，清洁、省力，还省钱。

事实上，今年我省不少地区已经有
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了电采暖带来的实
惠。

结合我省农村地域广阔、没有集中
供暖的客观实际，省电力公司在全省
1570个乡镇供电所营业厅示范推广碳
晶电采暖技术，示范面积达7.6万平方
米；在濮阳，利用“工业余热+水源热
泵”新兴节能技术，为 100万平方米居
民小区提供集中供暖；在郑州、安阳、商
丘、开封、济源等地居民小区，推动应用
电热膜、发热电缆、碳晶、空气源热泵等
分散式电采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200
万平方米……

这些示范项目的建设有力推动了
我省“电代煤”工作的开展。据初步统
计，今年我省居民“电代煤”改造预计将
完成100万户左右，采暖季居民电采暖
电量将达到 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
散烧煤168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99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粉尘污染物排放 95万吨，城乡居民生
活将变得更加清洁、安全、便捷。

“电代煤”取暖，补贴多优惠多

推广电采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电网强度、百姓接受度都是挑战。

为降低“电代煤”成本，提高用户改
造积极性，我省郑州、安阳、焦作等 17
个省辖市先后出台居民“煤改电”设备
购置和电价补贴政策，设备购置最高补
贴3500元，电价补贴在每千瓦时0.1元
至0.4元之间。

与此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
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每天 22时至
次日 8时在分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
时降低0.12元，鼓励用户选择应用蓄能
电采暖设备；实行供暖期阶梯电价政
策，采暖期的4个月一档电量每月增加
100度，取消第三档电价，减轻居民“电
代煤”取暖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集中管理清
洁供暖用电领域，在全国率先推出电能

替代“打包交易”模式，即由国网河南节
能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通过电力
交易平台组织交易，每千瓦时可降低供
暖成本0.1元左右。

“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将不符合直
接交易准入条件的企业‘散户’用‘打
包’的方式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参
与直接交易，享受相关政策优惠，此举
有效降低了‘散户’的成本，提高了他们

‘电代煤’改造的意愿。”省电力公司营
销部主任杨进说，在实施企业客户“打
包交易”的同时，我省还在安阳等地尝
试居民“电代煤”采暖“打包交易”，探索
能源供应商在居民供暖领域商业化市
场运营新模式。

实施“煤改电”清洁取暖，居民户均
用电容量将大幅提高，对电网供电能力
提出巨大挑战。2017年，省电力公司
争取35.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电代煤”
配套电网建设，增加变电容量222.5万
千伏安，新建 10千伏及以下线路 1.48
万公里，全面保障了“煤改电”负荷用电
需求。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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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首届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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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峰谷电价、“打包交易”……我省诸多优惠措施力推清洁取暖

既要温暖过冬 又要蓝天白云

小社工扮靓社区大家园

单 位

商丘市
周口市
郑州市
新乡市
开封市
鹤壁市
许昌市
平顶山市
焦作市
洛阳市
驻马店市
三门峡市
漯河市
南阳市
济源市
信阳市

10月销量

2384.19
2348.07
13804.28
2573.11
2435.61
1048.38
2321.26
3124.67
2474.25
5831.56
2395.76
1579.76
1515.94
3696.56
628.65
2104.89

10月目标

2200
2317
13908
2575
2017
950
2283
2442
2267
5542
2375
1458
1383
3958
617
2333

目标完成
率（%）
108.37
101.36
99.25
99.93
120.77
110.36
101.66
127.97
109.16
105.23
100.87
108.33
109.59
93.39
101.94
90.21

全省
排名
7
12
15
14
3
4
11
2
6
9
13
8
5
16
10
17

本年度累计
销量

23966.75
23365.90
129645.07
25952.95
22637.20
9624.64
22501.37
24267.39
22271.75
54305.33
23616.35
14944.97
14088.92
36438.86
6338.25
21982.61

本年度累计
增长率（%）

14.68
11.69
8.89
8.31
8.05
5.59
4.33
2.87
2.64
2.48
1.48
0.86
0.74
-2.13
-2.16
-3.96

全省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本报记者 卢松

11月 27日，记者从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
到，今年10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超额完成目标，
目标完成率达102.41%。其中，全省共有13个省辖
市和6个省直管县（市）超额完成销售目标，省福彩
中心郑州航空港分中心、平顶山市、开封市、鹤壁市
和邓州市、长垣县目标完成率超过110%。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全省福利彩票年
度销售目标完成率为81.53%。其中省福彩中心郑州
航空港分中心、开封市、商丘市、济源市、三门峡市、漯
河市、鹤壁市、周口市、新乡市和邓州市、长垣县、兰考
县、巩义市、固始县实现了目标完成与时间同步。安
阳市、濮阳市、南阳市、郑州市、信阳市和汝州市、鹿邑
县、永城市目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就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增长情况来看，今年10月
份，全省销售福利彩票 58035 万元，同比增长
11.42%。其中平顶山市、周口市、郑州市、焦作市、商
丘市和鹿邑县、邓州市增长率超过15%，济源市、安阳
市、濮阳市、信阳市和汝州市、永城市销量呈负增长。

今年前 10个月，全省共销售福利彩票 554387
万元，同比增长4.51%。其中商丘市和邓州市等11
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濮
阳市、安阳市、信阳市、济源市、南阳市和汝州市、永
城市、新蔡县则呈不同程度负增长。

10月份全省福彩销售超额完成目标
2017年10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截至日期：2017年10月31日 单位：万元

单 位

安阳市
濮阳市

港区分中心
省直管县（市）

邓州市
长垣县
兰考县
固始县
滑 县
巩义市
鹿邑县
新蔡县
永城市
汝州市
全 省

10月销量

2021.08
1416.19
413.25

749.01
432.18
307.49
427.97
270.84
705.70
210.34
155.16
421.91
236.71

58034.77

10月目标

2292
1625
258

650
383
300
408
292
700
200
175
475
283

56667

目标完成
率（%）
88.19
87.15
159.97

115.23
112.74
102.50
104.81
92.86
100.81
105.17
88.66
88.82
83.54
102.41

全省
排名
18
19
1

1
2
5
4
7
6
3
9
8
10

本年度累计
销量

20084.95
14831.45
3661.16

7750.00
4228.09
3157.76
4253.55
2882.87
7299.74
1832.13
1723.14
4281.24
2452.88

554387.26

本年度累计
增长率（%）

-6.47
-8.55

-

23.83
13.05
5.93
5.62
5.27
3.77
0.27
-4.66
-5.27
-6.91
4.51

全省
排名
17
18
-

1
2
3
4
5
6
7
8
9
10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进一步强化对全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
管理，提升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水平，日前，许
昌建安区司法局结合实际，从社区矫正监督管
理、重点人员管理、重点执法环节等方面在全区
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社区矫正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该局社区矫正
办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司法所督促、检查专项活
动开展情况，认真查阅 6个司法所管理的社区
服刑人员档案资料，详细了解重点执法环节、重
点人员管理方面的情况，与个别社区服刑人员
谈话，对所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查找原因、认真分
析整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
原则，逐个村居、逐个单位进行梳理，切实把矛
盾纠纷排查出来，重点关注劳动人事关系、涉法
涉诉等突出领域。要求司法所深入在册社区服
刑人员对象家庭，逐个排查走访并做到基本情
况清、社会关系清、现实表现清、活动去向清，及
时发现苗头并解决问题。 （张晓伟 赵俊娟）

近日，息县纪委组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开展多种
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热潮。一是印制《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资料汇
编》，制订学习计划，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力争做
到学深悟透。二是通过微信、QQ等平台，推送权威解

读，同时组织开展征文活动，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
生动性、思想性。三是围绕十九大精神编写题库，对纪
检监察干部进行测试，以考促学，并成立3个督导组，
对全县各单位进行检查，落实学习成效。

（刘玲玲）

“上午9点半，在村文化广场举行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脱贫攻坚宣
讲活动，县纪委的同志来为大家上廉政
课，请老少爷们们准时听课……”一大
早，沈丘县白集镇后三庄行政村的广播
传来“好声音”。据悉，十九大召开后，
沈丘县纪委的干部为了更好地贯彻好
党的脱贫政策，保障好政策落地，就积
极下乡进村，为大家上廉政课，从“十九
大发了哪些民生红包、会给咱老百姓带

来哪些实惠、县里是如何开展精准扶贫
的”等一个个小问题引入，重点讲述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讲解政府为贫困
户缴纳医疗保险金、为贫困户免费安装
有线电视、帮助困难学生上学就业等政
策，并结合近期查处的群众身边典型案
例，详细讲述了党的重大决策和开展精
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并从立志、孝老、勤
劳等方面讲述了如何脱贫致富，群众们
不时发出热烈掌声。 （沈纪宣）

今年以来，偃师检察院着力在做好八件实事上下功
夫,提升干警执行力。抓定位，定下工作目标，明确前进方
向；抓班子，打造民主团结、风清气正、真抓实干的领导班
子，增强班子凝聚力；抓办案，结合检察职能，开展社会矛
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廉洁公正执法等工作，争创一流业
绩；抓作风，落实检务督察和纪律作风建设规定，转变队伍

形象；抓机制，完善制度建设，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的科
学长效机制；抓队伍，通过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
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等活
动，激发队伍活力；抓后勤，营造安全、干净舒适的办公环
境，提高服务水平；抓形象，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社会各界监督，深化阳光检务。 (张玉芳 潘凤巧)

项城市莲花办事处开展以案促改以来，呈现出了“三
多三少”的现象，即遵规守纪的多了、心存侥幸的少了，为
民务实的多了、信访举报的少了，敢于担当的多了、懒政
怠政的少了。莲花办事处按照省市纪委的安排，全面推
进以案促改工作，真正把标本兼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筛选6起科级、站所干部典型违纪违法案件，在党工委班
子扩大会议（全办站所、社区负责人列席）上剖析通报，召

开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查找各自的廉政风险点，提高拒
腐防变的能力，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做群众的贴心人。
为确保活动实效，该办事处纪工委还专门成立督导组，对
全办各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督查指导。
督促各单位在总结完善以案促改案件剖析经验的基础
上，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着力建立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
促改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 （田颖）

为加强廉政教育和广大干部职工
廉洁自律意识，深入推进廉政警示教
育活动的开展，近日，伊川县司法局组
织全体人员观看了《学党章党规 学系
列讲话》微型党课比赛视频。在比赛
中各位选手围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
讲话，做合格党员”这一主题，深入挖
掘身边模范典型，通过生动鲜活的事
例来讲述自己对党章党规的感悟，及

对做一名“四有”合格党员的深刻理
解，给人以教育和启迪。活动中，局班
子成员和大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大家
一致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不断
强化党章意识、严明政治纪律、改进工
作作风，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切实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树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
廉”的良好形象。 (金哲)

许昌建安区司法开展社区矫正安全隐患排查

多形式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潮

偃师检察院八件实事提升干警执行力

项城莲花办事处以案促改成效显著

伊川司法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沈丘纪委“廉政脱贫课”滋润群众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