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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雨）1月
28日，十届省纪委四次全会在郑州召开。
会后，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迅速掀起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省委要求，带头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以严的意识、严的责任、严的纪律、严的担
当、严的方法和举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
现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中央纪委、省纪委全会都把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条政治铁律，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坚强决心，我们必须一
以贯之抓好落实。”郑州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周富强说，将继续加强对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巡
视整改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抓手，
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决纠正
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
畅通、令行禁止。

“要在履职尽责、工作方式、工作作风
等方面体现‘政治’属性，把讲政治贯穿纪
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全过程。”洛阳市
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赵会
生认为，要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做好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思考问题、开展工作，坚持纪检监

察强党建、为人民、促发展。
“好政策要起到好的效果，关键在干部

担当、敢抓落实。”焦作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牛书军表示，将在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上下功夫，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推动工作落实。特别是针对执行不力、
为官不为、政商不分等突出问题，持续深化
作风纪律整顿，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督促有关单位担当尽责、主动作为。

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基本职责、第一
职责，党的建设在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
到哪里。濮阳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黄
亚雄表示，要着力把日常监督做实做细，
全程贯彻一个“严”字，主动、严肃、具体地
履行日常监督职责，强化对下级党组织的

监督，使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同、形
成合力；把政治监督作为日常监督的首要
任务，持续从严督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情况；把“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方针贯穿日常监督全过程、各环节。

打铁必须自身硬，全会再次就纪检监
察机关自身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省纪
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组组长马宏
说：“我们要用新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
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
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
督提醒，注重加强对纪律审查各环节的监
督制约，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展现新
作为，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质
量发展。”③8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学习贯彻十届省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途、异乡寻找“年味
儿”愈发流行。携程发布的《2019春节长假
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19年春节长假
预计将有超过 4亿人次出游，其中出境游人
次约700万。

“合家欢出游”正成为春节出游的主流趋
势，驴妈妈发布的《2019春节出游趋势报告》
显示，3人以上家庭出游占比达七成。另有
数据显示，从出游人群来看，80后、90后群体
带全家旅行过年成为春节出游主力军。

途牛旅游产品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春
节，选择节前错峰游的游客最早 1 月 25 日
左右便动身，占预订出游总人次的比例达
到 54%，同比增长 7个百分点。

即使是在家过年，不少人也会来个周边
游，全家人一起放松身心。飞猪数据显示，在
春节出行人群中，家乡周边游的人数占
57%。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交通便利缩短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
回家路。360浏览器发布的《2019年春运大
数据预测报告》显示，今年过半数用户可实
现12小时内返乡，仅有约11%用户返乡需花
费24小时以上。

在这股巨大的返乡潮中，一线城市是
“返程大军”出发的热门地，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更是“热上加热”。飞猪数据显
示，在春节前“压力指数”较大的火车站中，
北上广深四城的各火车站占满TOP10。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
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从目前
的订票情况看，春运期间，以家乡所在地为
目的地的乘机人数占总出行人数的48%。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艾
君说，人们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目前
返乡过年仍是国人过年的主流选择，其背后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眷恋。

当许多在城市打拼的人们踏上返乡旅程，也有人
选择将“乡愁”“思念”接到身边，家中老人来到子女工
作地过年。“回家过年”的传统正在悄然转变。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副段长
陈其南告诉记者，往年，节前加开的旅客列车多为空送
到汕头、广州、深圳等地，再把旅客从当地接回南昌。
但是今年，加开的旅客列车中，单程空送的大大减少，

“反向春运”客流明显增加。
在飞机票方面，记者梳理发现，除夕前后从云南、

贵州、武汉等地飞往北京、上海等目的地机票价格基本
在2.1折至3折之间，有的票价不足300元。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反向春运”现象凸显,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

“反向春运”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
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飞往上述城市的机票
订单中，儿童旅客占比同比增加39%，50岁以上旅客占
比同比增加42%。其中，“四老一小”订单显著增长，不
少人把双方父母接到身边过年。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风娇）记者 2月 2日获悉，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鹤壁市豫剧团
团长金不换接到2019年央视春晚栏目组的
邀请后，日前已赴京参加最后一次节目彩
排，这意味着由他扮演的豫剧牛派艺术经典
形象“芝麻官”今年将再登央视春晚舞台。

1993年，金不换的老师——著名豫剧表
演艺术大师牛得草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戏
曲小品《群丑争春》，“芝麻官”红遍大江南北。

时隔 25年后，金不换、徐福先夫妇以折
子戏《唐成夫妻喜迎春》亮相2018年央视春
晚，“芝麻官”的形象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
忆。

据悉，今年金不换仍将以七品县官唐成
的形象登台，但相较去年，节目在包装、设
计、创意等方面将更加新颖。金不换告诉记
者，自己参演的戏曲联唱节目时长约 8 分
钟，他将第二个出场，同台合作的还有众多
小“芝麻官”。③8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春节将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本该
放下手头的工作享受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新安县青要山镇
小寨岭村的郭文瑞，却仍在为她的肉牛养殖“大业”忙个不停。

“前两天团县委、农商银行给我授信‘青创贷’100万元，有
了这笔钱，我的肉牛养殖可以顺利发展下去了。”拿到贷款的郭
文瑞兴奋地说。这几天，她正在为自己的肉牛养殖做谋划，争取
过完年就大干起来。

郭文瑞大学毕业后，回村创业搞起了肉牛养殖，可是资金难
题一直没有解决。1月 31日，在团县委、农商银行举办的青年
创业座谈会上，郭文瑞获得了 100万元的“青创贷”授信。当天
与郭文瑞一起获得百万元“创业红包”的，还有其他 9位返乡创
业青年。

这些创业青年拿到的“青创贷”授信，是共青团新安县委和
新安农商银行为支持优秀青年创业共同推出的信贷产品。年龄
在18至 40岁之间的创业者可享200万元以内资金支持。申请
实行零费用，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6个月且利率较一般经营性贷
款优惠20%以上。对于返乡创业的青年来说，这一“创业红包”
真可谓是解了燃眉之急。

“我们还从创业环境、技术培训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吸引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希望他们在为家乡建
设、乡村振兴作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共青团新安
县委相关负责人说。③6

新安县青年返乡创业有“红包”

本报讯(记者 谭勇)2月 2日，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该
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与应急救援中心对部分社会救援力量
春节期间值班备勤安排进行了调度，各社会力量救援队春节期
间加强值班备勤，值班人员、救援队员充分做好突发事件应急救
援准备工作，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高效处置，让全省人
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每天共计 38支救援分队 368人 24小时处于战
备值班状态，随时待命。此外，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作为民间公
益救援队，善于山地救援、灾害救援、水上救援，2月 1日至 12
日，该协会应急救援中心和下属 22支应急救援队伍 110人（主
要分布在山区县市）全面进入值班备勤状态，并开通 24小时救
援电话，确保一旦接到应急调动指令立即投入救援。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2月 3日，省生态环境厅向社会各界
发出绿色过年倡议：平安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让我们远离烟
花爆竹，拒绝焚烧秸秆垃圾，捍卫蓝天白云，共度绿色佳节。

监测显示，2017年以来，我省采取“在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全
面禁售禁燃烟花爆竹”的措施，但仍出现因建成区外燃放烟花爆
竹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的现象，短时间内空气中 PM10、
PM2.5浓度直线攀升，集中燃放期间，PM10、PM2.5浓度可分
别上升7倍、11倍。

为扩大“自觉远离烟花爆竹，欢度绿色文明佳节”倡议宣传
效果，今年春节，省生态环境厅诚邀社会公众参与“我承诺我接
力”活动。在 2月 4日（除夕）至 10日（正月初六）及 2月 19日
（正月十五），每天7：00和 19：00，微信公众号“河南环境”（微信
号：henanhbxc）推出承诺接力红包，承诺不燃放烟花爆竹、不
焚烧秸秆垃圾的公众均可参与，把承诺分享给好友或朋友圈后，
可领取最高188元的过年红包。③8

这些社会救援力量守护安全

请查收这份绿色过年倡议

“芝麻官”金不换再登春晚舞台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素有央视“小春
晚”之称的《东西南北贺新春》特别节目，郑
州分会场的节目于 1月 12日在河南艺术中
心进行了录制，2月 3日晚，该档节目在央视
三套黄金档播出，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原文化
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让人眼前一亮。

据悉，央视《东西南北贺新春》特别节
目已连续举办了 6 年，被观众称为“小春
晚”。节目开创了东西南北分会场的先河，
以地标性景观为表演背景，把舞台设到百
姓家门口，通过展现各地不同的过年习俗，
实现“东西南北贺新春，昂首阔步新时代”

的主题表达。
2019年的《东西南北贺新春》特别节目

设立了四个分会场，分别是河南省郑州市、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四川省眉山市、广东省
湛江市。

郑州分会场设在河南艺术中心。歌舞、
杂技、武术、相声、器乐、民俗等表演精彩
纷呈。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东西南北贺
新春》分会场选择郑州，是因为郑州拥有浓
厚的中原文化底蕴。据悉，该档节目除了在
大年二十九晚播出外，春节期间还将在
CCTV-1和CCTV-3频道播出。③6

“国际郑”登陆央视陪您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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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运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大迁徙。据初步预测，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

将达到29.9亿人次，同比增长0.6%。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春运热度不减，客流流向出现诸多新变化，

折射中国人过年选择更加多样。不过，春节唯一不变的主题词仍是“团圆”。

中国人2019年春节在哪儿过？春运大数据揭秘：

将将““思念思念””接到身边成新风尚接到身边成新风尚

2 月 1 日 ，
京珠高速新郑
管理处郑州新
区收费站的收
费员和路政员，
坚守在工作一
线，守望每一位
司乘朋友平安回
家。⑨ 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2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获悉，目前，全省 3.65万名三级抢修梯队人员、3190台抢修车
辆、4669辆抢修用摩托车已形成“网格化”抢修网络，正随时待
命；1779台储备应急配变、166台应急发电车、619台应急发电
机已到位，全力守护全省人民春节安全可靠用电。

据介绍，大量人员集中返乡和农村电采暖日益普及等因素，
将造成用电负荷激增。为确保春节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冬季高
峰负荷来临之前，我省全面投运 46项主网度冬重点工程，按期
完成“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切实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和
可靠性。

春节期间，电力部门将加强电网设备运行监控，保障电网发
供电平衡，按照“能带电、不停电”原则及时消除各类隐患。除夕
夜等重要时段，将安排人员驻村驻点，公布联系方式，就近服务；
进一步缩小抢修半径，按照“抢修不过夜”的原则及时开展现场
抢修。对“煤改电”地区配网线路和设备，提高巡视监测频次，实
时了解用电情况，妥善解决相关用电问题。

河南电力系统还将启用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系统，确保及
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让全省人民过个亮堂温暖的春节。③6

本报讯（记者 孙欣 实习生 祁思元）2月 2日，记者从省司
法厅获悉，通过随机抽选、单位推荐等方式选出初步名单，再经
过考核、公示、选任等程序，我省已“海选”出12541名人民陪审
员。这也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后，我省首批由司法行政机关
牵头确定的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被誉为“不穿法袍的法官”。2018年 4月 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对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明确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由
以前的基层人民法院牵头负责变为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

根据规定，县(市、区)人民法院应该按照不低于本院法官数
的三倍确定人民陪审员人数。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
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力。

2018年 10月底，我省启动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12月底
对12541名人民陪审员进行了公示。“人民陪审员经当地人大常
委会任命后正式履职，一大批通民情、知民意、接地气的普通群
众进入人民陪审员行列，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
力。”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③6

我省“海选”出
12541名人民陪审员

3.65万抢修人员随时待命

电力

环保

2019年央视春晚节目单公布

201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

今日公布。据悉，整台晚会以“奋进新

时代、欢度幸福年”为主题，艺术品种丰

富、内容形式多样。就目前公布的节目

单来看，诸多河南元素令人期待。
扫一扫，
看完整节目单

岳云鹏 / 参演节目：相声《妙言趣语》

金不换 / 参演节目：戏曲《锦绣梨园》

河南少林塔沟武校 / 参演节目：武术《少林魂》

曹芙嘉 / 参演节目：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

河南省杂技集团 / 参演节目：杂技《争奇斗技》

河南元素

抢 鲜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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