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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8日，郑
州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郑州警方打掉了以张某、申某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2018年
12月 31日，荥阳市人民法院对张某等
21名涉案人员进行集中宣判。

警方介绍，自1999年以来，郑州市
二七区马寨镇张寨村村民张某和妻子
申某采用暴力手段或以暴力相威胁，有
组织地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
迫交易、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诈骗、非
法占用农用地等违法犯罪活动。其中，
张某等人强揽郑州市蔬菜研究所、马寨
镇萍湖路修建、马寨镇管廊施工、张寨
村拆迁安置等工程项目，攫取高额利
润；插手张寨村周边商户经济纠纷，收
取保护费；张某借助妻子申某担任张寨
村村委会主任的便利，圈占强占土地，
出租建厂，违规开发销售小产权房。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副局长
赵德孝介绍，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
犯罪团伙，主要成员除了张某夫妇，还
有其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及其他亲属、
朋友。另经查，郑州市公安局马寨分
局副局长刘某、马寨镇党委委员郭某
等人长期包庇、纵容张某等人，并与张
某存在利益输送问题。目前，涉案的
公职人员已全部到案（另案处理）。

2018 年 12 月 31 日，荥阳市人民
法院对张某等人作出判决。张某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被判处
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申某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被判处有
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成员分别获
刑18年至3年不等。

据悉，2018年 5月，郑州警方在全
市开展了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亮
剑”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打掉农村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49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433名。③3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的军民融合产业基金、成立信息
产业合资公司……1月8日上午，焦作
市政府与河南投资集团举行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通过资本与实体的融合，助
推焦作产业转型升级。

焦作是中原城市群重要的节点城
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数字、智能、绿色
的新经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了
解，双方此次发起成立的军民融合产
业基金首期规模 2亿元，将立足焦作
市在有色金属、化工、医药、新能源等
领域的良好产业基础，通过资本与实

体的融合，助推焦作产业转型升级。
仪式现场，焦作市投资集团与河

南投资集团的二级投融资平台河南信
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成立省市联动模式的大数据运营公
司——焦作市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焦作市具备大数据产业发展的
良好基础，合资公司的成立是推动省
辖市信息化发展，打造省市联动发展
的重要举措，双方将扩大在信息产业
方面的合作，加快省、市、县、乡、村五
级数据连通，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亚东表示。③5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牛凌云

2018年11月27日，庆祝检察机关
恢复重建四十周年暨全国检察机关第
九次双先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38
个检察机关集体荣获“模范检察院”称
号，唐河县人民检察院名列其中。1月3
日，记者来到唐河县，走进这个全国模
范检察院一睹风采。

“我们牢固树立‘服务民营企业就
是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建立了‘一约
见三例会一反馈’的‘131’服务民营企
业联动机制，对涉企案件跟踪监督，及
时反馈处理结果。”唐河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李发武介绍，2013年以来，该院
共办理涉企案件206件，发出检察建议
49份，解决企业发展难题39件，为企业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一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注重以民

为本，护航“舌尖上的安全”，依法批准
逮捕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
罪嫌疑人58人，提起公诉167人。围绕
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的新期盼，认真开
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和查办环保领域渎职犯罪专项活动，
批捕非法采矿、破坏环境资源犯罪5人，
提起公诉13人，守护好唐河这一方净
土。

一项项措施，一个个行动，彰显了
唐河县检察院在围绕大局、服务民生中
的新担当新作为。

唐河是个拥有148万人口的农业
大县，该院不断将检力下沉，把法律触
角延伸到农村，将服务窗口开设到基层
一线。在桐寨铺、湖阳等4个乡镇和产
业集聚区设立检察联络站，切实解决老
百姓的困难，被广大群众亲切地称作

“家门口的检察院”。
2014年，读高三的郑某与同学张

某在寝室发生争执，被张某用刀砍伤右
肩部和左大腿。公安机关认定郑某构
成轻伤，郑某父母则对鉴定结果提出异
议。案件移送到唐河县检察院，经技术
部门复核检验，认为郑某伤后右肩关节
活动度丧失超过50%，构成重伤。

“是检察院给了我儿子一个公道！”
提起此事，郑某的父亲满是感激之情。

该院还探索建立第三方介入信访
案件机制，搭建检察机关与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通过引入第三方，对信访人
开展释法说理和情绪疏导工作，进一步
提升信访案件办理透明度和公信力。
据统计，几年来在律师介入办理的26件
信访案件中，18件导入司法程序，8件停
访息诉，该做法已在全省推广。

“近几年，我们采取立体培养模式
打造‘高精尖’人才高地。”该院常务副
检察长陈天生介绍，立体培养模式，就
是既有“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指导，又采

取轮岗、定岗、主副岗模式培养年轻干
警，让他们学到真经，尽快成为业务骨
干。

以立体培养为基础，唐河县检察院
在打造、提升一支作风优良、执法严明
的检察队伍上频频出手。

抓纪律，抓学习，抓建设，树典型。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落到实处，得到
了上级部门的认可。近年来，唐河县检
察院在南阳市目标考评中连续5年名列
前茅，先后55次受到省级以上表彰：被
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
范窗口、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
科技强检示范院、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
范院……

“成绩和荣誉必将激励唐河检察人
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牢固树立双赢多
赢共赢理念，继续不断深耕主业、开拓
创新，奋力谱写唐河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李发武说。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1月 8日，记
者从省工信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河南省加快推进智能传感器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指出，推动智能传感器这一新兴
产业规模快速壮大，经过3年至5年的
努力，我省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水平
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构建较完善的智
能传感器产业体系，提升在重点领域
的应用水平，智能传感器及关联产业
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

智能传感器是集成传感芯片、通
信芯片、微处理器、驱动程序、软件算
法等于一体的系统级产品，是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已成为支撑万
物互联、万物智能的基础产业，目前
市场应用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产
业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
多年发展，我省传感器产业已具备加
速突破的基础，骨干企业和相关科研
院所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汉
威科技、森霸光电、光力科技、凯迈环
测等企业在气体传感、热释电红外传

感、气象传感、智能水表等细分领域
优势明显，但总体来看，也存在产业
规模偏小、持续创新能力不足、产业
生态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行动计划》提出，按照应用牵引、
龙头带动、链式突破、高端集聚、生态协
同的原则，聚焦环境监测、智能制造、智
慧城市、消费电子、智慧农业等重点应
用领域，围绕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协同
升级和产业生态完善，建设核心共性技
术协同创新平台，补齐以特色半导体工
艺为代表的技术短板，推动智能传感器
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系
统集成和重点应用全产业链发展，打
造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以及洛阳、新
乡智能传感器产业基地“一谷两基地”
的产业格局，努力把智能传感器产业
培育成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产业。

根据《行动计划》，经过3年至5年
的努力，力争我省智能传感器产业创
新能力大幅提升，建成省级智能传感
器创新中心并争创国家级智能传感器
创新中心，建设MEMS（微机电系统）
研发中试平台、智能传感器检测检验

平台、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检测检验平
台；集聚发展效应显著，中国（郑州）智
能传感谷初具规模，产业链和配套服
务体系初步完善、集聚效应显现，洛阳、

新乡智能传感器及集成电路产业形成
集聚发展态势；培育50家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1家至3家主营业务收入超50
亿元的龙头企业。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备受瞩目的
中国首部百家姓主题电视剧《龙族的后
裔》于1月6日在河南卫视首播，当晚播
出的第一、二集是“姜”姓得姓始祖炎帝
的传奇故事，剧情以神农氏炎帝尝草药
第 70次中毒开局，迅速把观众带入了
紧张氛围和远古情境中。该剧以精彩
的故事、创新的表达方式，打开了一扇
通往神秘姓氏文化的大门。

“一部姓氏文化史，一部华夏文
明传承史。河南要充分挖掘姓氏文
化资源，助力中原崛起。”《龙族的后
裔》荣誉出品人、天明集团董事长姜
明认为，《龙族的后裔》的播出有利于
引导观众找寻根脉，传承姓氏文化，
追溯民族渊源。

在西安欧亚学院就读的大学生常

佳慧看了《龙族的后裔》后很是惊喜。
她说：“看了《龙族的后裔》前两集我觉
得意犹未尽，用手机上网搜索了很多姓
氏知识，了解到吕、崔、高、卢等姓氏是
姜姓在历史中的演变和发展，我觉得这
部电视剧是我们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非常生动的一个窗口。”

《老家河南》杂志执行总编辑高永
强认为，《龙族的后裔》实现了姓氏文化
的创新转化，是一部传递优秀传统文化
正能量的电视剧，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姓
氏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电视剧中每一个得姓始祖都是一
个英雄，当你知道了你从哪里来，你就
会有自信，因为我的祖先就是这样的英
雄。”文化学者王爽毫不掩饰自己对这
部电视剧的喜爱。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 月 8日，
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
商所）获悉，郑商所棉花期权上市申请
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继白糖期
权后，棉花期权将成为郑商所推出的
第二个期权品种。

近年来，郑商所积极开展商品期
权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白糖期权平稳运行的基础上，
结合实体经济需求和期现货市场基础
等实际情况，将棉花作为第二个商品
期权上市品种。这也意味着涉棉企业
有了更为灵活多元的避险工具，有助
于企业的稳健和精细化经营，实现棉
花产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

据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刚民介绍，我国棉花市场年度为当
年9月至次年8月，在当前新棉集中购
销期的背景下，棉农、轧花厂、贸易商
及棉纺企业面临棉花销售或采购风
险，市场各方利用棉花期权规避风险
的需求较为强烈，希望郑商所能够尽
快上市棉花期权。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棉花期权上
市后，有利于创新工具和手段，为现行
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和补充，进一
步稳定棉农种植收益。同时买入期权
不存在资金追加风险，能有效缓解中
下游轧花厂、贸易商和棉纺企业的资
金周转压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有利于
形成“政策保农民，工具保产业链”的
协同效果。③9

郑商所棉花期权上市申请获批

涉棉企业避险将更为灵活多元

《龙族的后裔》首播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打开了一扇通往姓氏文化的大门

郑州警方打掉一个家族式涉黑犯罪团伙

扫黑除恶进行时

1月7日，郑万高铁平顶山段施工现场，大型铺轨机组正在将一对500米长的
钢轨铺放在无砟轨道板上。元旦以来，郑万高铁全线平均日铺设轨道12公里，为
3月份郑万高铁河南段全线轨通奠定了坚实基础。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省市联动推进焦作大数据产业发展

唐河县人民检察院

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彰显检察担当

1 月 8 日，夏邑县
火店镇集家村手工艺
品加工厂内，一位村民
展示中国结。近期该
工厂工人加紧赶制中
国结，以供应节日市
场。该镇大力发展手工
艺品加工产业，让农民
实现了在家门口脱贫致
富。⑨3 苗育才 摄

赶制中国结
喜庆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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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党员参与重点工作、融

入中心大局的积极性，郑州市中原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集中开展了“我是共产党员，请看我”行动，成效显著。一是认真摸

排，搭建工作平台。去年以来，全区各党组织通过普遍走访、与职能委局对

接等形式，摸排建设项目341个、信访难题109个、困难群众507名，细化任

务提供岗位 2880个，为该区党员积极参与重点工作搭建了平台。二是联

系帮扶，推动中心工作。将“我是共产党员，请看我”行动与“党员活动日”

相结合，与“亮身份、树形象、展作为”活动相融合，广大党员成功解决项目

建设问题1417件，化解信访矛盾问题136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570件，为

该区重点项目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评价反馈，营造良好氛围。党组

织坚持每月对党员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情况反馈党员所在党支部，纳

入党员积分化管理，作为奖优罚劣、民主评议党员、表彰奖励的重要参考依

据。结合表彰活动，专题刊发了8名表现突出党员先进事迹，在全区范围内

营造了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王万超）

根据灵宝金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源矿业”）股东大会决议和北京灵宝

金源金属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公司”）股东决定，金源矿业拟吸收合

并北京公司。合并后，金源矿业继续存续，

北京公司注销（合并前金源矿业注册资本

29844万元，北京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

合并后金源矿业注册资本29844万元）。根

据法律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

后的金源矿业承继，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

益，各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可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各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公司合并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

灵宝金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范旭霞13703814009

北京灵宝金源金属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姚西红13938113898

2019年 1月9日

发挥党员作用 推动中心工作
吸收合并公告

从渴望校园的贫困大学生，到身患重病
家徒四壁的贫困家庭，再到惨遭不幸的未成
年孩子……每一次呼喊，都有福彩人的热忱
回应；每一次折磨，每一次灾难，都有福彩伸
出的援助之手；每一次掉入黑暗深渊，都有福
彩点起的一盏灯；每一次步履维艰、祸不单
行，都有福彩人的搀扶与陪伴。

河南福彩携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福
彩益起来》节目，向中原大地上遭遇灾难的家
庭伸出援助之手，温暖全城。

2018年全年，河南福彩共救助 16人，为
这些急需帮助的人雪中送炭，以解燃眉之
急。帮助王德明、刘成群完成大学梦；为身患
白血病的坚强少女温利沙、常悦送去治疗费；
为身患肺癌的人民教师汪梦兴、脑干功能衰
竭的英勇战士刘宝卿送去治疗费；为被病魔
无情折磨患有先天性胆管囊肿的小静怡送去
治疗费；父亲割皮救女，为被大火无情烧伤的
李辰玺送去治疗费；为贫困母亲李春荣、潘淑

贞、赵丽平送去救助金；为成为植物人的母亲
张墨燕的家庭送去救助金；为“渐冻人”段风
光送去救助金；为刚刚大学毕业就身患重症
肺炎伴随并发症而失去生命的赵宁送去救助
金；父女同患肾衰竭，为感动温县十大人物、
县劳动模范蒋二军和其女儿蒋思琪送去救助
金。河南福彩在中原大地走出的每一步都是
温暖而有力量的，因为心中有爱，始终怀揣公
益之心坚定前行。

河南福彩自发行以来始终秉承“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致力于公益事
业。在中原大地一路走来，撒下爱心的种子，
生根发芽，只为温暖每一颗漂泊无助的心。

2019，爱你依旧。河南福彩依然坚定地
用“爱”洒向每一寸沃土，温暖你的心，陪伴你
一起走过风风雨雨。温暖全城，福彩人一直
在路上。

人间有大爱，福彩益起来！
（郑文婷）

人间有大爱 福彩益起来

我省加快推进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

打造“一谷两基地”产业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