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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存涛）记者1月 25日从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河南省食品安全省建设规划（2019—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明确到2022年我省建成食品
安全省，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规划》以2020年和2022年作为建设时间节点，分别对食品安
全抽检合格率、“双安双创”达标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
等三个指标进行了量化设置。其中，到2020年，全省食品安全抽检
合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省生产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
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我省加工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省辖市达到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标
准，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标准，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达70%以上。到2022年，我省
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我省加
工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一半以上的省辖市达到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标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达80%以上……

建设食品安全省怎么干？《规划》坚持从我省实际出发，聚焦
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出了
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加强食品安全过程监管、实施食品安全
风险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健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依
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推
动食品产业转型发展、以国家级“双安双创”引领食品安全省建
设等九大主要任务。

食品安全省建设咋考核评价？“我省将食品安全省建设工作
开展情况作为对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督查考评的
重要内容，列为市、县级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适时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制，对食品安全省建设成效进行客观评价。”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27日，省扫黑办通报平顶山市
和安阳市涉黑涉恶典型案例。

平顶山张延钦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016年以来，以张延钦、娄亚男等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插手民间经济纠纷，聚众持械替
他人摆平事端、报复行凶，为雇主看场护矿，充当“地下出警
队”。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出警”数十次，多次破坏打砸村委会、
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设施，实施多起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并致多人轻伤、轻微伤，严重破坏
了汝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张延钦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
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零六个
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娄亚男被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其他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 31名被告人也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十个月至一年零三个月不等的刑
罚，均被并处罚金。

安阳高攀等恶势力犯罪集团寻衅滋事案。2015年 7月份
以来，高攀等人成立一家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并与北京一家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组建汤阴县运营中心催收部，
收购逾期债权，并利用贷出方空白的书面协议进行催收，采用非
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言语恐吓、暴力威胁、侮辱虐待、谩骂殴打
等行为，有组织地对逾期客户实施暴力讨债行为。该犯罪集团
在暴力讨债过程中实施多起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
动，并收取各类服务费、催收费、逾期费、家访费等高额费用。该
犯罪集团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高攀被以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零八个月；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
零六个月不等的刑罚。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
随着“小年”到来，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阳庙镇和庄村祥云芝麻糖专业合作社迎
来了最繁忙的生产季。

“还有货吗？我想再进 2万元的芝麻
糖。”1月 22日一大早，合作社负责人和艳
丽就接到客户要货电话。“明天下午来吧，
今晚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

“这几天真是把我们忙坏了，订单都来不
及接了。”她笑着说，工人们都是街坊邻居，忙
完这段时间她要好好“犒劳”一下大家。

熬糖、揉糖、盘糖、拔糖、切条、冷却、熏
糖、粘芝麻等10多道工序，让生产车间的工人
们忙得不亦乐乎。“给制作好的芝麻糖粘上芝
麻，这道工序相当于‘给新娘穿上嫁衣’。”和艳
丽说，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糖香甜酥脆。

做芝麻糖是和庄村的传统，但小作坊生产
方式一直制约着芝麻糖的发展。“老祖宗传下
的芝麻糖传统技艺不仅不能丢，还要发扬光
大！”和艳丽去外地学习新技术后，她带领村民
筹资80万元成立了合作社，改良芝麻糖生产
工艺，让传统的芝麻糖变成时尚小零食。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最近这几年，和艳
丽不断“走出去”，参加各地糖酒会，引进芝麻
糖自动化生产线，将“四大怀药”和芝麻糖结
合，研制出地域特色产品，产品畅销河南、河
北、山西、山东、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

小小芝麻糖，闯出了大市场。眼下，该合
作社已有120多名工人，年加工800多吨糖
果制品，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过年吃根芝
麻糖，一年更比一年强。”和艳丽说，芝麻糖让
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甜蜜。③5

□本报记者 归欣

近几年，“年会”越来越流行，成为不
少单位喜迎春节的新形式。1 月 24 日，
听说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宋
砦村也要赶这个“时髦”，记者专程前
往，一探究竟，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宋砦
村党总支操办的这场“年会”，不是互送
祝福的“团拜会”，而是共话振兴的“学
习会”。

“我们村能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干部群众善于学习、敢于创新。”谈
到组织这次学习会的初衷，宋砦村党总支
书记宋丰年告诉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宋砦要从过去的发展中总结
经验、汲取动力，向伟大祖国献礼。”

灯火辉煌的会场，整齐就座的村民，
不时爆发的掌声……分明是一个“村级”
群众大会，却开出了几分“高大上”的感
觉。这让 77岁的村民朱恪杰既自豪又感
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全村就3个党员，
村里开个会都没个专门的地方。是党的

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
依法治国教育展，是这场“年会”的

另一个重头戏。在宋砦创办的全国首家
村办法治展览馆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
殊的参观者——68 岁的村民宋金成。
老宋由于患病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近
几年已经很少出门，但听说今天村里办
活动，坚持让家人推着自己赶到现场。

“这几年变化太大，老在家坐着就赶不上
形势啦！”他笑眯眯地说，“俺村这些年
基本上没出过刑事案件，法治教育可出

力不小。”
宋砦今年有啥打算？“主要还是计划

做一些民生实事，让群众的美好生活再
‘美好’一点。”该村党支部书记宋丙亮扶
了扶眼镜，认真地说，“比如给‘一号家
园’通上暖气，给‘二号家园’装上电梯，
再把老礼堂翻修一下，变成群众的活动
场所。”

虽然天气寒冷，可村子中心的思源广
场上，几株红梅开得正艳，宋砦的春天，似
乎早早到来了。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通讯
员 徐洪波）1月 24日，记者从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悉，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将与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合作，共建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三门峡中心。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在学科、人才、技术
研究与开发等领域优势，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成熟的管理机制与公共服务平台优势资源，为三门峡提供技术
转移转化、高层次人才引育、科技成果对接交流、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新兴产业（项目）引进等综合服务，进一步拓展三门峡科
技大市场平台功能，完善孵化服务体系，搭建覆盖三门峡、辐射
周边地区的科技、人才资源统筹服务平台。

该中心将围绕“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科技和人才的
需求，通过引进和吸纳西安优秀科技创新人才、科研院所、研究基
地等向三门峡转移，助力三门峡科技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娜）11.74 万农村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4 个贫困县有望摘帽、贫困
发生率下降至 1.58%……1月 27日上午，
洛阳市 2018 年民生实事办理情况新闻
发布会举行，亮出 2018 年民生实事“成
绩单”。

会 议 透 露 ，2018 年 ，洛 阳 市 实 现
11.74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77 个贫困
村退出，超额完成年初 10.65 万人、272
个贫困村的年度脱贫目标任务。2018
年计划退出的栾川、洛宁、宜阳、伊川 4
个贫困县已通过初审，有望如期脱贫摘
帽。

截至2018年年底，该市已经累计脱贫
606个贫困村、41.74万贫困人口，贫困发
生率由 2013 年年底的 9.1%下降到 2018
年年底的1.58%。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洛阳聚焦提升保障水平，统筹推动健
康扶贫、教育扶贫、扶贫助残、易地扶贫搬
迁、危房改造清零、扶贫扶志“六大行
动”——

贫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
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114所；完成
4197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提前
完成“十三五”期间国家下达洛阳市的
59480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完成危房
改造8548户；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3397人。

从人民群众最期盼、最急需解决的事

情做起，洛阳主动而为，补上民生短板。
实施产业项目 1055 个，带动贫困户

8.35 万户；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7.33 万
人；选续聘生态护林员 2284人，贫困群众
实现“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发放小额
信贷 22.25 亿元。全力打好产业扶贫、就
业创业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贫“四场硬
仗”，着力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基础设施建设是脱贫攻坚的先导工
程。2018年，洛阳市聚焦夯实脱贫基础，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979 公里；投入资金
3.22亿元实施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投
资 5.41亿元，完成洛阳市 6个贫困县、225
个深度贫困村和 3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积极推进厕
所革命。

该负责人表示，2019年，洛阳市计划
完成汝阳、嵩县 2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5.42 万贫困人口脱贫，巩固提升已脱贫
县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整体脱贫。下
一步，将持续落实“一转三推进”要求，强
化作风建设，将产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来抓，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
垒，推进非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协调发
展，不断巩固脱贫成效，全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③4

去年 11.74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77个贫困村退出

洛阳超额完成年度脱贫任务
我省食品安全省建设规划（2019—

2022年）印发

2022年建成食品安全省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李新安）1月23日，洛阳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全年环境质量状
况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展情况。

2018年，洛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
比下降9.4%。全年优良天数181天，同
比增加13天；PM2.5年均浓度为每立方
米59微克，同比下降14.5%；PM10年均
浓度为每立方米 104 微克，同比下降
11.1%。以上四项指标的改善率均居全
省首位。2018年，洛阳市在全省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考核中，共支偿735万元，获
补偿733万元，基本做到了支补持平。

2018年，洛阳不断加大环境污染防
治及环境违法查处力度。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方面，通过采取摸清土壤污染指数，
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防范新增土壤
污染，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
设等措施，土壤污染防治初见成效。③5

洛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等
四项指标改善率居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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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宋 砦 春 来 早

芝麻糖让日子
越过越甜蜜

1月 26日，郑州方特梦幻王国新春灯会正式开启，大批游客前来赏花灯、品美食、看演出。今年的灯会，方特将传统花灯与经典
游乐项目融合，令游乐更有中国味，使游客在欢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魅力。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西安交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落户三门峡

省扫黑办通报两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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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工作都要有人做，守
护公路的这些年，我们也见
证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

随着“小年”到来，家家户户开始购买
“灶糖”等年货。图为1月25日，一名孩童
在武陟县小董乡贾村一家糖坊里品尝芝麻
糖。⑨6 冯小敏 摄

1月26日，《懒汉脱贫》《接老人回家》等宣传扶贫扶志、移风
易俗的节目正在扶沟县江村镇麻里村演出。在脱贫攻坚中，该县
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以扶智扶志为主旋律的精彩节目，深入各
乡镇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⑨6 黄金峰 李富军 摄

入村宣传扶贫扶志
□本报记者 宋敏

今年 35岁的孙海鹏和张俊丽，都是
311国道栾川县公路局林子口道班的养
路工。他们不仅是同事，也是人们羡慕的
好夫妻。

1月 27日，记者从栾川县城驱车，沿
着蜿蜒曲折的 311国道来到伏牛山巅与
南阳交界的老界岭上，林子口道班就坐落
在距峰顶 2 公里左右的国道旁，海拔
2000多米，是我省海拔最高的道班之一。

因为周围都是大山，又处在老界岭隧
道的北面，这里很少见到阳光，温度也比
山下低三四摄氏度。孙海鹏夫妇便生活
在这片深山里，工作在这段国道上，一待
就是14年，成了深山里的“护路神”。

2000 年，孙海鹏和张俊丽分别被分
配到栾川县井庄道班和四道沟道班工
作。2005年，二人结为伉俪。也就是在

这一年，栾川县条件最差的林子口道班老
养护工退休，夫妻俩毅然来到这里，担起
了 311国道徐西线庙子街至老界岭全长
12.5公里道路的管理养护重担。

每天，张俊丽负责巡查道路是否有龟
裂、沉陷或坑槽，检查桥梁、涵洞是否淤
塞、附属结构是否损坏，还有上墙图标填
写和资料整理等；孙海鹏则负责带领群众
养路员进行道路清扫保洁、边沟清理以及
路政案件的上报工作。

马上就到春节了，夫妇俩的年货却未
来得及准备。“每年春节我们都是在道班
度过，今年也不例外。”张俊丽说，“2015
年道班宿舍翻修过，如今的生活条件已经
好了太多。刚来的几年冬季大雪封山，水
管常常冻裂，到河沟里砸冰取水和熬雪化
水是常有的事。”

十几年来，两人除了下山买补给和偶
尔接送儿子上学，一直守在山上。每年平
均巡路里程 7000 余公里，清理涵洞 120
道次 1000余延米，清理边沟100余千米，
整修路肩边坡40000余平方米，保洁路面
3400平方千米。

“什么样的工作都要有人做，守护公路
的这些年，我们也见证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变
化，路况水平越来越高，管养手段不断升级。
道路越修越畅通，公交车开到了山里，养路
也逐渐实现机械化。”孙海鹏说，“只要我们
一家三口在一起，在哪里都是过年。”③4

深山里的夫妻“护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