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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

营农场纪委积极采取措施，明确责任，排
查化解，监督落实，保障全国两会期间辖
区内信访稳定。明确责任。成立杏花营
农场纪委维稳工作小组，全国两会期间
全天值班接访，协调处理信访维稳工作，

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全面排
查。在辖区内全面排查可能上访的苗头
性问题，主要排查涉及纪检监察业务的
信访苗头性隐患，对排查出的重点信访
人员及时对接大信访工作组。积极化
解。对已掌握和排查出的苗头性问题，

依法依规依纪进行处理，对纪检监察范
围内问题，调查处理到位，对纪检监察
范围外问题，及时牵头协调解决到位。
压实责任。严格落实重大突发信访情
况“随知随报”制度，落实信访情况“零
报告”和“日报告”制度。 （周晶）

开封杏花营农场全力做好信访稳定工作

近日，为继承和发扬优秀廉洁家风
文化，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太康
县纪委监察委组织开展了“学廉洁家风，
倡文明新风”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廉洁
家风，倡导文明新风，就是通过优秀廉洁
家风这一载体，使全县党员干部接受‘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
气，弘扬社会正能量。”太康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说。为更好围
绕这一主题，县纪委监察委立足本县历
史文化名人丰富的资源，积极挖掘谢安、
顾佐等一大批太康籍历史文化名人家风

中的廉洁内涵，倡导全县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到党风、政风、民风建设中，不断传
承清廉之风，实现以家风正作风，以作风
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的目标。此次学
习教育活动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引起热
议，受到好评。 （张新鸿）

吉利检察院荣获“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学廉洁家风 倡文明清风

近年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创新案件管理“3+X”工
作机制。“3”即设立“三员”（风险巡查员、流程监督员、统
计联络员）实现三项监督（风险评估监督、办案流程监
督、案卡填录“监督）；“X”即成立“动态”专项督察小组，
对上级和领导交办的专项督查任务跟踪落实。 一、设
立“风险巡查员”，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由控申部门2名
干警兼任风险巡查员，开展案件受理后的执法风险评估
查询和统计工作，建立案件受理同步风险预警巡查机
制，使风险研判与案件流转同步进行。二、设立“流程监
督员”，强化案件监督机制。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案管
部门下创建“流程监督员”，协调纪检监察、检委会等部
门人员兼任该职，及时掌握案件的办理流程和期限。
三、设立“统计联络员”，规范案卡填录机制。业务部门
内勤9人兼任“统计联络员”，在监督指导本部门各承办
人规范操作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同时，肩负日常督促承
办人及时、准确填写案卡工作的职责，确保统一业务系
统中案件信息与AJ2013中统计数据顺利交换。四、建
立“动态”专项督查小组，丰富案件管理机制。“X”是指在
三项监督的基础上，根据检察工作的发展需要，案管办
牵头业务骨干成立各类专项督察小组。 （郝红梅）

凤泉检察院创新案件管理工作机制

2018年是中国银行新乡分行紧密围绕“做最好的银行”战
略目标，按照“三比三看三提高”工作方法，创建最好的财务管
理部门、最好的财务管理条线重要的一年，做好“两个创建”，激
发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战斗力，提高党的建设和集团管理水
平，提升全行经营业绩。一是党建引领，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抓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二是服务好就
是要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员工。要以服务为核心，优化服务
程序，创新服务方法，切实提升服务效率、质量和水平。深入基
层一线，经常问需问计于基层，及时了解基层所需，加强专业指
导，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既关心关爱，又严格管理。三是提高就是要提高效益、提高效
率。要着力推进管理和服务的精细化，强化效益意识、成本意
识，既着眼大局，又精打细算，努力提高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水
平。要大力改进业务流程，大力倡导勤勉敬业、雷厉风行的工
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张小岭）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创建最好财务管理条线

近日，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检察院侦
查监督科被洛阳市妇女联合会授予“巾
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吉利区检察院侦
监科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
科室。该科室 2名女干警在办案中严
把案件质量关，经常放弃休息日，加班

加点，细致阅卷，调查、复核证据，以求
把案件办铁、办实，经得起时间和法律
的检验。她们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满意
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为标
准开展工作，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廉洁奉公。侦监科被区政法委评为平
安建设先进集体，干警被区政法委评为
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被市院评为优秀
检察官，展现了新时代检察女警官在岗
位上建功立业的新形象。

（吴曼）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王
小萍）3 月 31 日，农历二月十五
日，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
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诞辰
2589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举行
了相关纪念活动。

当天，由省文化厅、周口市人
民政府主办的“老子生日拜典·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
展演系列活动”开幕式在老子故里
鹿邑县举行，为期一个月的老子庙
会也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非
遗传承人们表演了《安塞腰鼓》《花
挑舞》《布袋戏》等国家级、省级非
遗项目。据悉，在接下来的展演活

动中，除了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选送的16场传统戏剧
演出，还将进行剪纸、响糖、面塑、
黑古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示，还有唢呐大赛、广场舞大赛、武
术专场、戏迷专场演出等，整个活
动将持续到4月30日结束。

函谷关是我国历史上建制最
早的雄关要塞，是老子著写《道德
经》的地方。当天，灵宝市在函谷
关历史文化旅游区举行中国《道德
经》问世2509年暨函谷关老子诞
辰2589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万名游客齐诵《道德经》，
共同祭拜圣贤，缅怀先哲。③4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4月 1日上
午，平顶山市石龙区贾岭村村民叶大政
像往常一样，来到村子北边的绿化林
里，浇水、施肥、松土。劳作一天，他的报
酬是50块钱。“工钱虽然不多，不过看到
环境一天天变好，俺心里高兴！”他说。

石龙区是一个“以煤而立、因煤而
兴”的城市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曾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也给当
地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和环境问题。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为
了尽快还山归林，还矿归田，近年来，石

龙区以工矿废弃地为主要对象，开展了
土地复垦工作。他们与省国土资源投
资开发管理中心等单位合作，在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对
辖区 267 公顷工矿废弃地进行复垦。
目前，一期复垦64宗地块 80.31公顷，
已通过验收28宗地块30.94公顷，累计
投资达 3300余万元；第二期计划复垦
的 120 宗地块 109.1 公顷正稳步推进
中；第三期计划复垦 13宗地块 78.5公
顷，将于4月份开工，年底完工。

“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展了农村居

民点折旧复垦、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园地和残次林地整治等工程，已复垦耕
地61.84公顷，直接经济效益可达8800
万元。”石龙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慎海
彦说。

列入第一期复垦计划的贾岭村70
多亩的废弃地复垦后，种上了女贞、国
槐、刺槐等绿化树；高庄村 20多亩的
废弃地复垦后，栽上的薄皮核桃树已
经发芽；山高村还在果木间隙套种了
豌豆，白色的小花开得正旺，把外出养
蜂人都吸引了过来……“将来，我们会

在绿化林里套种更多的花生、油菜，不
光好看，还能赚钱。”贾岭村村民王文
说。土地复垦使昔日的“不毛之地”变
成了郁郁葱葱的林地、果园、花园。环
境好了，许多群众还办起了“农家乐”，
生意越来越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加快土地复垦,就是要
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发展。”石龙区委
书记王玉娟说。③4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为保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从今年
开始，黄河施行流域性禁渔期制度。4月
1日，农业农村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在黄
河小浪底水库举行黄河禁渔期制度暨渔
政联合执法启动活动。黄河禁渔期制度
如何实施？禁渔对生态保护会起到哪些
作用？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黄河首次实施流域性禁渔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关于实行黄

河禁渔期制度的通告》，4月1日起黄河
流域开始实行禁渔，禁渔范围包括黄河
干流和扎陵湖、鄂陵湖、东平湖等 3个
主要通江湖泊，以及白河、汾河、渭河、
洛河、沁河等 13条黄河主要支流的干
流河段。禁渔期从每年的 4月 1日 12
时至 6月 30日 12时，其间禁止包括钓
具使用在内的所有捕捞作业行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水产研究
所所长王丰说:“此次禁渔是黄河首次施
行流域性禁渔，填补了黄河流域性渔业资

源保护制度的空白，对养护水生生物资源
和修复水生态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禁渔与增殖放流并重
当日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和禁渔巡航。“当天投放有黄
河鲤鱼、鲢鱼等多个品种，共计近 400
万尾。”省农业厅水产局相关负责人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史
上水生生物十分丰富。随着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黄河流域水生
生物资源衰退严重。“根据有关调查，目
前黄河鱼类有100多种，保护黄河水生
生物资源已刻不容缓。”王丰说。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沿黄 9省
（自治区）通过不同途径共同护佑母亲
河。河南早在 2006年，就开始探索黄
河干流禁渔期制度，禁渔范围逐年扩
大。特别是去年以来，通过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落实耕地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
息制度，持续加强水生资源养护，开展
水生动物增殖放流，集中进行渔政执
法，加大对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
和“电毒炸”等违法捕捞行为的整治力
度，使我省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黄河禁渔期制度实施后，我国内陆
长江、珠江、淮河、黄河四大流域的禁渔
期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农业农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还将组织开展辽河、海河、松
花江等流域禁渔期制度调研，争取实现
我国七大流域全部实行禁渔管理。③7

老子诞辰2589周年

我省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黄河首次施行流域性禁渔

保护母亲河 共建和谐生态环境

还山归林 还矿归田

石龙区废矿区变身“绿色经济带”

3月 31日，志愿者与外宾共同种下象征友谊的樱花树苗。当日，第三届中原国际友谊林植树活动在郑州市举行，现场为近百名在豫专家颁发“中原国际友谊林
环保大使”证书。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3 月 29
日，记者从省慈善总会了解到，今
年省慈善总会将与 16个省辖市
慈善会联合开展慈善项目，计划
投入项目资金1680万元，用于救
助困难群众和大病儿童。

去年，省慈善总会联合部分
市、县慈善会积极开展项目联动，
共投入项目资金1645万元，资助
大病儿童 350人、救助困难群众
1077人、援建乐龄之家 99个、资
助基层慈善组织慈善项目38个、
为28389名孤儿购买重大疾病保
险，受到了救助对象和社会各界
的高度称赞。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省慈善总会筹集慈善款
物近10亿元，共救助困难群众15
万人次。“今年将进一步整合省市
两级慈善会资源，致力于打造一
批慈善品牌项目。”

据了解，今年省慈善总会将
与开封市等 16个省辖市慈善会
联合，重点开展慈善福彩“点亮生
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慈善
福彩“SOS紧急救助”、慈善福彩

“乐龄之家”三个项目。在投入的
项目资金中，计划救助大病儿童
500人、救助困难群众 600人、建
乐龄之家60个。③4

1680万元善款救助困难群众

■节能环保 绿色发展

4月1日，
黄 河 禁 渔 期
制 度 暨 渔 政
联合执法启动
活动举行，渔
政执法人员和
群众向水库放
流 黄 河 鲤 鱼
等鱼类。⑨3
本报记者 刘
红涛 摄

新华社“大洋一号”4月 1日
电 中 国 自 主 研 发 的“ 海 龙
11000”万米级无人潜水器1日通
过 2000 米 级 深 水 试 验 ，潜 深
2605米。

北京时间 10时 30分，“海龙
11000”由正在西太平洋执行2018
年综合海试任务的“大洋一号”母
船入水，加挂浮球后开始下潜，12
时 15分抵达2000米深度。作业
人员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状态
检查与功能测试，随后“海龙
11000”继续下潜。潜至 2605米
深度后，“海龙11000”开始回收，
于14时15分顺利返回甲板。

“海龙11000”作业监督崔运
璐 介 绍 ，海 试 过 程 中 ，“ 海 龙
11000”运行稳定。科考队将在

海况合适时进行“海龙11000”的
6000米级海试。

“海龙11000”是由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葛彤团队研制的万米级
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设计最大
工作深度为1.1万米。3月30日，

“海龙 11000”刚刚完成首次海
试，潜水深度410米。

“大洋一号”是一艘 5600 吨
级远洋科学考察船，3月 20日从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国家海洋局
北海分局科考基地码头起航，开
始 执 行 中 国 大 洋 协 会 组 织 的
2018年综合海试任务。在“海龙
11000”海试之前，“大洋一号”综
合海试航次还对 6000米级无人
潜水器“海龙Ⅲ”分别完成了400
米级和2000米级的海试。

中国“海龙11000”潜水器
2000米级海试成功

3月 28日，汝南县天中山文化园，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园
区踏青赏花，做游戏，感受春天的美好时光。⑨6 李勤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