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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市人民路街道迅速组织街道
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监察法》。会上，由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峰杰详细
宣读了《监察法》。徐峰杰强调，《监察法》的
颁布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感，保
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要深入细致的学深
悟透《监察法》，并以此为工作准绳，进一步
提升政治素养，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要加强学习，学
深学透，做到懂法知法不违法，绷紧廉政弦，
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的责任；二要强化实
践，要把《监察法》指导于各项工作中，明确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做
好“责任人”；三要加强效果，党员干部要率
先学习，务必要学深悟透《监察法》的精神内
涵，确保先学先懂、精准执行，做好党员干部
的宣讲员。 (王敏 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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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牧野区人民检察院“学
雷锋”活动，开展志愿者服务，引导广大团员
积极投身到文明建设中来，新乡市牧野区人
民检察院团支部以“弘扬雷锋精神，构建和
谐社会”为主题，以实践活动为抓手，弘扬志
愿精神。近日，该院团支部组织青年团员志
愿服务队进社区开展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活动。志愿者奋战在社区卫生整治活动的
现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形成了浓厚的活
动氛围。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
脏、不怕臭、不怕累，捡拾道路沿线垃圾、废
旧地膜，清扫道路，清理小广告，实现了道路
净、庭院净、居室净，人居环境面貌大为改

观，积极引导小区广大居民群众做新生活的
倡导者、新风尚的弘扬者、新环境的建设者，
获得了小区居民的高度赞赏。通过开展此
次活动，不仅让社区居民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也让志愿者们学会从我做起、从身
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继承和发扬雷锋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志愿者们
用自己的点滴行动，让“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深入人心，形成志愿服务人
人愿为、时时能为、处处可为的生动局面，把
雷锋精神融入到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切
实践行到检察实际工作中，为创建和谐社会
贡献一份薄力。 （周丰娟 张赛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车轮滚向新起点，司
法改革初见成效。新时代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要求全体检察干警积极展现新气象，实现新
作为。一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及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回应新时代新要求。要深刻领会
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部署，积极适应这种新变化，回应
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检察干警要时刻关注和准确
把握关于法治建设的新表述，理解新内涵，落实新要求。二要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每一名检察干警都
应当做遵守宪法、运用宪法、弘扬宪法精神的表率。将宪法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自身的法律监督能力，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三要转变作风强化担当意识，展现新气象。扎实地把
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融入到检察工作中，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自觉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要求和检察办案纪律。通过搭
建理论研究平台，开展业务素能比拼、职业测试等岗位练兵活
动，全面提升检察干警善于学习的能力、运用法治的能力、改革
创新的能力、科技应用的能力、群众工作的能力。 （崔丽颖）

牧野区检察院开展学雷锋活动

新时代检察官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近日，中国银行新乡分行与新乡白鹭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
签约仪式后,双方领导赴新乡刘庄参观了
刘庄史来贺精神纪念馆，重温了入党誓
词。双方共同表示，史来贺精神集中体现
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政治品质。如今，史
来贺同志已离开我们10多个年头，但他的
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催人奋进。在全党全
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之时，重
温史来贺精神，再学其先进事迹，以此缅怀

史来贺同志，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
价值追求。党建共建活动为中国银行新乡
分行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
展架起了一座桥梁，搭建了一个新的平
台。双方在座谈中表示，以这个活动为新
的起点，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落实共建活动
方案，展开密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最后,双方达成了企业年
金投资合作的意向。

(王辉)

新乡中行与企业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人民路街道组织学习《监察法》

为进一步落实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内
部管理和工作作风，鄢陵县城管局从考勤
制度入手，工作人员实行上班点名签到制
度，每周予以统计并通报，且建立严格的请
销假制度,着力解决上班迟到早退、脱岗缺
位、擅离职守等问题。进一步完善管理制

度，建立长效机制。对干部职工考勤、请销
假管理办法进行细化，明确了岗位职责，以
确保制度落实到位。以规范考勤管理、严
肃工作纪律为抓手，严格做到考勤不流于
形式，进一步促进全局各项工作的有效开
展。 (苏金水 曹卫平)

严肃工作纪律 加强考勤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1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为进
一步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按照公安部修订
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5月 1日起我省实行新的交通事
故处理规定。

当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
责人对新规定进行了解读。对比修订
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新规定集中体现了便民利民、公平效
率、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的要求，对交
通事故处理的多项制度进行调整完
善，出台了４个方面15项新措施。

新规定放宽了当事人对事故认定
不服申请复核的范围，将交通事故证
明、适用简易程序事故认定以及路外
事故认定三类情形均纳入复核申请范
围，实现事故办案监督和群众依法申

诉渠道的全覆盖。为给当事人申请复
核提供更大便利，在原有规定向上级
公安交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的基础
上，新增可以直接向原办案单位提出
复核申请的规定，让群众少跑腿。

在事故责任复核环节，新增可以
设立复核委员会的规定，广泛吸收行
业代表、社会专家学者等人员参与，提
高事故认定的公众参与度和公开透明
度，促进公正公平办案。

取消交通事故进入司法程序不予
复核的规定，并要求公安交管部门受理
复核申请后，要将受理情况和复核结论
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减少司法
成本，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对因扣留事故车辆产生的停车费
用，明确由作出扣留决定的公安交管
部门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但公安
交管部门通知当事人领取，当事人逾

期未领取产生的费用除外。
对需要进行事故检验、鉴定的，规定

检验、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承担，不得向群众收取。严禁公安交
管部门指定停车场停放扣留的事故车
辆，防止违规收费和勾连牟利等问题。

除依法扣留车辆的情形外，赋予
事故当事人自行联系施救单位拖移车
辆的选择权，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及时
移动车辆且影响通行和安全的情况
下，交警方可通知具有资质的施救单
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损失事
故，规定当事人在现场拍照或者标划事
故车辆位置后，先撤离现场再协商处理，
进一步提高轻微事故现场撤离效率，防
范由此导致的二次事故和交通拥堵。

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损失
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

机APP等快捷方式自行协商处理，减
少事故处理和理赔时间。对事实成因
清楚、当事人无异议的伤人事故，按照
平等自愿原则，经当事人各方申请可
以快速处理，缩短事故处理的周期。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警务公开要求，推行在互联网公
布事故认定书措施，使执法办案行为更
加透明。在原有死亡事故作出事故认定
前公开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公开证
据的范围扩大到复杂、疑难的伤人事故。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规定明确交
通警察处理事故应当按照规定使用执
法记录设备，强化执法过程监控。此
外，新规定还在依法严厉打击交通肇
事逃逸行为，对群死群伤事故开展深
度调查以溯本追源、预防事故等方面
也作了明确规定，这将有利于打击震
慑违法犯罪、科学有效预防事故。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董柏生）“焦作市南水北调苏蔺水厂
通水。”4月28日9时10分，随着焦作
市委书记王小平一声令下，来自南水
北调中线干渠的汩汩清泉经过苏蔺
水厂处理后，进入焦作市主管网。

自此，苏蔺水厂第一条生产线全
面投产并稳定运行，这将使焦作市约
3.5万户14万人喝上甘甜的丹江水。

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工程，是关系
焦作市千家万户居民的民生工程和生

态工程，也是该市2017—2018年十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苏蔺水厂建
设启动以来，分包厅级干部靠前指挥、
一线作战，相关部门和城区履职尽责、
团结协作，深圳水务集团精心施工、夜
以继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建设任
务，保证了苏蔺水厂工程按期通水。

“下一步，要加强苏蔺水厂一期工
程运行管理，加快推进二期建设，同步
抓好府城水厂建设，全面提升用水保障
能力。”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表示。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马甲
恒）4月 29日至 5月 1日，首届“龙行中
原”河南省全民龙舟大赛暨2018漯河龙
舟公开赛在漯河市沙澧河交汇处举行。

本次龙舟大赛由省体育局和漯河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设置7个组别12个
项目，来自各地的75支代表队、1700余名
运动员为观众献上了62组精彩对抗。大
赛共为期3天，5月1日进行决赛。比赛间
隙，水上飞人、舞龙、飞天航模等表演也让

群众大饱眼福。5月1日，经过多轮较量，
“共青团先锋队”获得社会男子组第一名，
“大自然队”获得社会女子组第一名。

漯河市体育局负责人介绍，参与龙
舟大赛的人数多，年龄跨度大，除了专业
组比赛外，还有社会组、机关事业组、少
儿组等更多非专业组比赛，目的就是全
民参与、全民健身。

据悉，首届“龙行中原”河南省全民龙
舟大赛全省共7个赛点，漯河是首站。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王
晓凡）从今年5月起，我省140万农村
及城市低保35至 64岁的适龄妇女，
可以在当地县级妇幼医院参加免费
的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了。这是记
者从河南省肿瘤医院组织的全省“两
癌”筛查民生实事西北片区培训班上
得到的消息。

《2017年河南肿瘤登记年报》显
示，我省乳腺癌发病率为 36.39/10
万，子宫颈癌发病率为 17.07/10万，
分别列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
和第五位，严重威胁女性健康。“‘两
癌’晚期的治疗费用是患者沉重的经
济负担，但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两癌’治愈率基本可达 90%以
上。免费筛查能大大提高妇女‘两
癌’的早诊早治率。”有专家表示。

为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我
省2009年起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试点项目，今年将“两癌”筛查列入省重
点民生实事，计划用5年时间对全省农
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的适龄
妇女免费开展1次宫颈癌、乳腺癌筛
查，其中2018年计划筛查140万人。

据了解，按照规定和属地管理原
则，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五年内可免费
享受一次“两癌”筛查服务。需再次检
查或超出免费服务项目的，可在医生指
导下自费接受筛查与诊断服务。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随着中外
合作办学的深入发展，更多学子实现
了“在家门口留学”的愿望。4 月 28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保护学生
权益，保障教学质量，我省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工作的
通知》，全面规范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6 月，我省
高校与国外院校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达 240个，其中与美
国迈阿密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澳
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
多利亚大学等世界排名前500高校合
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个，项目
20个。

通过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高了

我省高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了
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对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同时，缓解了我省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不足的矛盾，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为了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有序
发展，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从
优化专业布局、保障资源引进、加强招
生管理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强中外
合作办学管理工作。

按照要求，各地、各高校要以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密切结合国家、
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
求以及学校学科建设的需求，鼓励在
理工农医和急需、薄弱、空白的学科领

域与国外高水平教育机构以及具有优
势的学科专业开展合作办学；要优化
合作办学国别和专业布局，鼓励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小语种+专业”
合作办学，严格控制外国高校“连锁
店”式办学，避免在办学成本相对低廉
的商科、管理、计算机等领域低水平重
复性办学。

各地、各高校要准确把握中外合作
办学的政策界限，清晰界定中外合作办
学与校际交流、联合培养、大学预科班、

“专升本”等的区别，保障优质教育资源
的实质性、系统性引进。引进外方教
育资源需满足教育部“4个 1/3”的规
定，即引进的外方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应当占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1/3以

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
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全部
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1/3以上。并
且，以国外教育机构名义在国际上招
聘的教师，其水平应当获得外国教育
机构和中国教育机构的认可。

此外，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招生，应纳入国家普通高等
学校教育招生计划，参加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并符合相关招
生录取规定和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招
生应在学校年度招生规模内按照审批
计划数足额安排，对未足额安排招生
计划或招生情况较差的机构和项目，
限期整改直至暂停招生，且不再受理
学校新申报的机构和项目。②40

我省昨起实行新的交通事故处理规定

检验费鉴定费政府埋单

“百舸竞渡”赛龙舟

严控“连锁店”避免“重复办”

我省为中外合作办学上“金箍”

焦作市民喝上丹江水

我省本月起

农村及城市低保妇女免费查“两癌”

4月 29日
至5月1日，漯
河市龙舟公开
赛在沙澧国家
体 育 公 园 举
行。⑨3 程越
峰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五一”小
长假期间，使用自助查验通道入境，
成为不少从郑州机场入境旅客的新
选择。郑州边防检查站节前在入境
大厅增开8条自助查验通道，使得通
关流程更加快捷、简便。

据介绍，旅客只需要通过证件资
料自助扫描、面像照片自动识别和指
纹信息自动比对三个环节，即可在无
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办结入境边检手
续，大大缩短了旅客通关时间。

自助通关流程主要包括两个步
骤：首先读取电子护照信息，将电子普

通护照平放至阅读设备玻璃上，约5
秒钟第一道闸门便会自动打开，旅客
即可取回证件进入闸机通道；其次是
生物信息比对，旅客需摘掉帽子、眼
镜、口罩等面部遮挡物，面朝显示器上
方的摄像头停顿约3秒钟，同时将手
指放入黄色提示线的指纹采集区域，
第二道闸门即可自动打开，顺利通关。

郑州边防检查站提醒出入境旅
客，为方便出行，出行前请仔细检查
携带的证件是否本人真实有效证件，
特别要注意证件、签证上所显示的信
息是否在有效期内。③7

郑州机场启用入境自助查验通道

不到10秒即可自助通关

本报讯（记者 宋敏）近日，记者从
河南机场集团获悉，按照相关规定，自
5月1日起，严重失信人乘坐飞机将受
限，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文明出行，
遇到特殊情况时请合理维权。

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中央文明办
等部门联合发文，今年5月1日起，将
对以下人员一年内限制乘坐飞机：堵
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
机口(通道)的；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

强行闯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
和机坪的；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
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
启航空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
秩序的；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
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等。
郑州机场提醒并呼吁旅客，乘坐飞机
出行请文明乘机，出行时如果遇到航
班延误、取消等不正常情况时，请保持
冷静、合理维权。③6

严重失信人乘机本月起受限

5 月 1 日，
襄城县湛北乡
北姚村举行樱
桃采摘文化节，
吸引了众多游
客。近年来，该
村着力发展高
效农业和乡村
旅游，樱桃成为
当地农民的致
富果。⑨3
古国凡 摄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