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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2 月 14日，
省委统战部（省政府侨办）、省人大民
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省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省侨联、致公党河南
省委等涉侨部门组织召开第十三次
河南省“五侨”联席会议。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守刚指出，去年以来，省“五
侨”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积极利用侨务资源助力全省
高质量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凝聚了
广泛的人心和力量。

孙守刚强调，要提高认识站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揽侨务工作，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
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新时代
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
保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在
河南落到实处。要发挥河南优势，坚
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努力创造
我省侨务工作新亮点。要切实维护好
保障好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切
身利益，为侨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营
商环境。要发挥好优良传统，工作上
一体谋划，信息上交流共享，活动上协
同配合，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不断放
大河南侨务声音、凸显侨务优势，共同
推进我省侨务工作实现新发展。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刘彦章）2月 13日，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黄强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到周口市调研经济运行及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工作。

黄强一行先后来到河南阿尔本
制衣有限公司和黄淮物流大市场、周
口港、引黄调蓄工程现场，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及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扎实落实
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立足抓早抓紧
抓实，突出抓好工业、投资关键环节，
分类施策稳定企业生产，支持生产基
础良好、意愿较强的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加快实施一批重大工程，促进投

资稳定增长，奋力实现经济开门红。
当天下午，黄强一行冒着风雪，

来到周口孟营拆迁现场、上楼村建
材码头、淮阳县白楼镇建材场、淮阳
城湖道路辅线等地，调研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并就发现的问题提
出明确整改要求。他强调，今年是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的关键一年，必
须拿出攻城拔寨的决心和勇气，下
最大功夫，坚决打赢这场硬战。要
严格落实企业治污的主体责任，强
化行业监管责任、属地责任、综合监
管责任，毫不放松抓好污染防治攻
坚各项措施落实，坚决抓好元宵节
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全力
保障环境空气质量。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袁楠）2月 13日，副省长
武国定到新乡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在新乡县刘庄村，武国定参观了
史来贺同志纪念馆，询问刘庄村党
建、企业发展、住房、教育等情况。在
新乡县朝阳社区，武国定对社区推行

“村民代表提案制”，创新基层治理模
式的探索表示认可。武国定还来到
卫辉市唐庄镇，向镇党委书记吴金印
了解全镇规划和发展情况，并考察了

河南银金达集团。
武国定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坚持抓重点、强基础、补短
板、促改革；要打好脱贫攻坚战，补齐
乡村振兴的最大短板；要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要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
展壮大乡村经济；要着力深化农村改
革，激发农村发展动力活力；要示范
带动，切实抓好一批乡村振兴示范
县、示范乡。③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2月 14日，记者从省科协获
悉，我省科普教育基地体系进一步发
展壮大，洛阳龙门博物馆等 113个单
位被认定为2019—2023年河南省科
普教育基地。目前全省共有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 27个、省级科普教育基
地338个。

开展科普教育基地工作是加强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社会优质科
普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科普活
动、推进形成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
的重要举措。去年 11月，省科协启

动了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2019—
2023 年）申报认定工作，经评审公
示，从 191 个申报单位中最终认定
113个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其中有
科技场馆类19个、公共场所类22个、
教育科研类39个、生产设施类33个。

据介绍，此次认定的 113个省级
科普教育基地，有专职科普工作人员
1198人，科普志愿者9827人，年科普
经费投入1.57亿元，年开展各类主题
科普活动 2744项，年接待观众 2183
万人次，在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高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3
日，大雪袭中原，为保障过境车辆行
驶安全，当日晚上，我省多地高速交
警联动接力，一路警车开道，从连霍
高速公路豫陕界到商丘段，跨越
500 公里，护送跨省返程群众的车
辆顺利通过河南境内。

目前正值春运车流高峰期，很
多跨省返程人员驾车从连霍高速
豫陕省界站进入河南，前往东南沿
海地区省份。2月 13日下午，我省
普降大雪，给交通出行造成不便，连
霍高速三门峡段 749公里至 735公
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连续长距离
坡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如果这
些车辆长时间滞留极易发生人员冻
伤等意外事件，为确保群众安全，三
门峡市高速交警部门立即向省公安

厅高速交警总队报告这一情况。20
时许，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指令
沿途高速交警部门采取警车带行
的措施，从连霍高速公路义马段开
始，一路接力将路面滞留的 3500
余台车辆顺利护送出河南。

行驶途中，除雪车在“大车队”
前方撒盐除雪融冰，高速交警联
合高速路政，警车开道，以安全车
速行驶，“大车队”后面还紧跟多辆
警车护送，对突发情况进行及时
处置。

2 月 14 日 9 时许，“大车队”顺
利驶出连霍高速公路豫皖省界站。

据悉，13日至 14日，高速警方
共出动警力 1500多人次，出动除雪
设备 849台次、撒布融雪剂 4598.76
吨，全力确保群众平安出行。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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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人们消
费品质的提升及跨境邮寄的便利化，
节日期间我省进出境邮件量持续增
多。2月 14日，郑州海关发布消息，
今年春节假期（2月 4日至 10日）我
省国际邮件监管量达30.2万件，日均
监管量达4.3万件。

据了解，郑州海关在春节期间监
管进境的邮包来自美国、日本、韩国
等，物品多为化妆品、护肤品、电子产
品、奶粉、尿不湿等家庭日用消费品；
出境邮包以邮寄至俄罗斯、美国及欧
洲地区的居多，以衣服、鞋、包、手机
壳、厨房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近年来我省进出境邮件数量增
长迅猛，2018年郑州海关共监管国际

邮件5400多万件，监管量跃升至全国
第八位。”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缩短包裹在海关的运
转时间，提高国际邮件的通关效率，
郑州海关创新推出了“查征一体化”
作业模式，对于价值超出一定额度需
要征税的邮件，海关部门在查验时就
根据《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等对物
品进行估税，并通过邮政服务平台向
收件人发送一条包含征税信息、缴税
流程的短信，“收件人通过手机或电
脑足不出户就可以缴税取件了。”该
负责人说，实行“查征一体化”后，到
海关现场办理行邮税业务的人数较
之前减少了 60%，通关效率大幅提
升。③5

春节期间

我省国际邮件超30万件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13日下午
开始，河南地区大部降雪，我省客运、机
场、地铁等部门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措施，确保春运期间交通动脉安
全畅通，助力群众便捷出行。

2月 14日，郑州交运集团各个汽车
站班次大面积受到影响。该集团及时
启动冰雪天气应急预案，科学组织，凡
是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车辆线路和
班次，坚决不能发车；启动旅客滞留预
案，全部窗口均可免费改签或退票，候
车厅空调全部启动，开水全天候供应，
及时向旅客播报天气及路况信息。同
时，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情况，及
时清扫积雪，做好防滑措施，公布停运
线路，引导旅客出行。

郑州地铁积极组织运力，13日地铁
线网延长运营时间至24时，共组织加开

临客 34个列次，运送乘客 16400 余人
次。14日继续加强运力，1号线额外增
加 4列备用车上线运营，高峰期西流湖
至市体育中心方向运力增加约20%，最
小行车间隔压缩至2分钟；2号线增加2
列备用车，根据客流情况随时准备上线；
城郊铁路在加开 8列临客的基础上，另
有2列备用车根据客流情况准备上线投
入运营。14日，为应对雨雪天气和夜间
道路结冰，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延长
运营时间至 24时；延长运营时间内，列
车行车间隔约为20分钟。

郑州机场持续进行除冰雪工作，截
至2月 14日 13时，双跑道正常运行，航
班有序起降，但受天气影响，仍有部分
航班延误。为保障旅客出行，机场航站
楼内准备了饮用水、小板凳等，同时增
设流动问询服务。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去年以来，我省把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特别是以中央督导为契
机，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逐步深入，取得了重
要的阶段性成效，得到了全国扫黑办
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去年 10月，我省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会上作了经验发言。

高度重视 切实扛起扫
黑除恶的政治责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
务会先后 8 次听取汇报，进行研究部
署。省委及时成立了由政法委牵头、
省直35个成员单位参加的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明确
目标任务，组织督导调研，部署开展

“五级”谈话活动，层层压实责任。
省扫黑办抽调精干力量，组建8个

专项工作组，突出抓好宣传发动、线索
核查、依法打击、深挖“保护伞”、基层
组织建设、重点行业治理等重点工
作。各地党委、政府和成员单位把扫
黑除恶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
机构，组织专班，加强保障，合力推动
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全省上下形成了
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协调、政法
机关密切协作、各成员单位和社会各
界共同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

广泛发动，营造了浓厚的宣传舆
论氛围。各地统筹运用多种宣传手
段，加强社会宣传，突出媒体宣传，开
展文艺宣传，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文明校园等各类创建活动，推动各
类宣传资源协调联动、同向发力、同频
共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深入摸排，发现核查了一批群众
反映的黑恶线索。各地坚持把排查线

索、摸清底数作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广泛发动社
会各界提供线索。开通24小时举报电
话，公布举报信箱、互联网邮箱、微信
公众号等，发动群众踊跃举报、提供线
索。研究制定群众举报黑恶犯罪线索
奖励办法，建立有奖举报和证人保护
制度，设立举报奖励基金，向 271名群
众兑现奖金142.05万元。

实行线索核查“三长负责制”，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线索逐条分析，
严格核查。省公安厅成立30人的线索
核查专班，派出 6个督导组下沉一线，
巡回督导指导，对于当地关系复杂、核
查阻力较大的线索实行异地核查、提
级核查。2018年，全省核查办结群众
举报线索25806条。

重拳出击 依法严厉打击
黑恶势力犯罪

我省始终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
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社会
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组织开展了

“雷霆行动”“集中收网”等专项行动，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集中警力、专案
专办，并对重大疑难案件适时进行会
商，确保案件准确定性、快速侦办。

2018年，全省公安机关打掉黑社
会性质犯罪组织 93个，恶势力犯罪集
团和恶势力团伙 558 个，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 26620 人，破案 24314
起，查扣涉案资产 47.38 亿元；全省检
察机关共提起涉黑涉恶公诉案件 570
个 4147 人；全省法院受理黑恶案件
446个 4403 人，作出生效判决 106个
1536人。

深挖彻查，着力查处了一批涉黑
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我省坚持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
蝇”相结合，严格落实“两个一律”的要
求，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一律深挖背
后的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的“关系
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

息。紧盯中央督导组交办的案件，尤
其是“保护伞”问题线索，采取纪委书
记带头领办重大案件，其他领导班子
成员分别领办案件的做法，分片包干、
重点关注、现场蹲点、靠前督办。

综合整治，不断强化重点行业领
域监管治理。我省坚持“扫黑除恶要
打整体仗，成员单位家家都是主力军”
的工作要求，聚焦社会影响恶劣、群众
反映强烈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
专项治理。省水利厅会同公安机关开
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整治，共取缔非法
采砂场 686个，销毁采砂设备 2030台
(套)，查处刑事行政案件 196 起；省银
监局分析和查找“校园贷”“非法收车”
暴露出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漏
洞，研究出台指导意见，制定银行业金
融机构从业人员“一百条行为守则”和

“三十个严禁”，筑起堵截黑恶势力向
银行从业人员渗透的防火墙。

打建结合，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严防黑恶势力向村“两委”渗透，在全
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前，对矛盾问
题多发村（社区）进行集中整顿，对涉
黑涉恶村干部坚决予以处理。对换届
后新排查出的软弱涣散和后进村，全
部派驻整顿工作队，对其中涉黑涉恶
问题村，由县级领导干部一对一分包
联系，强力整顿。同时，建立“边打边
建、打建结合”长效机制，指导各地积
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两委”班
子加强基层治理、维护和谐稳定、联系
服务群众、壮大集体经济的能力水平，
不断提高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边督边改 全力做好中
央督导及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2018年 7月，省委组织 18个督导
调研组，由厅级领导干部担任组长，到
18个省辖市及有关成员单位开展督导
调研，着力发现问题并及时向各地各
单位进行反馈，督促整改。

2018年 8月 28日至 9月 28日，中
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进驻我省开展
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工作，先后深入
18个省辖市及 57个县（市、区）了解情
况、查找问题，与省委召开 3次对接会
和总体情况反馈会，围绕政治站位、依
法严惩、综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
设、组织领导等 6个方面，向我省移交
了91条具体整改问题。

按照中央督导组要求，我省坚持
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大批突出问题得
到及时有效解决。督导组进驻期间，
全省新打掉涉黑组织7个、恶势力团伙
72个，抓获黑恶犯罪嫌疑人646人，破
获刑事案件 670 起，查封、冻结、扣押
涉案资产10.51亿元，投案自首66人。

按照省委要求，省扫黑办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对照中央督导组反馈意
见、督导报告和问题清单，对6个方面、
91条问题逐项逐条进行梳理、分解、立
项。省委常委会进行专题审议，制定
印发了《河南省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对
25项整改任务 64条整改事项建立台
账，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措
施，从严从实推进督导整改，坚决彻底
整改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年来，我省通过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有力震慑了黑恶违法
犯罪分子，有效改善了全省社会治安
环境，推动了社会风气好转，促进了社
会大局稳定。2018年下半年，我省扫
黑除恶成效满意率达 93.07%，比上半
年提升4.02个百分点。

省扫黑办负责人表示，2019年，我
省将围绕深挖根治目标要求，深入发
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
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坚持防
早防小、治早治小，坚持扫黑、除恶、

“打伞”、治乱一体推进，以重点地区、
行业、领域为突破口，以基层组织建设
和强化行业日常监管为着力点，突出
问题导向，精准规范施策，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③6

利剑扫黑 铁腕除恶
——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综述

2月14日，郑州北车辆段检车员正在雪中技检列车。②46 王振鹏 摄

●地铁延长运营 航班有序起降

2 月 14 日，
夏邑县新华书店
工作人员在仓库
中清点教材。开
学在即，该县新华
书店抓紧做好中
小学生教材的分
类和发放工作，
确保学生及时领
到新书。⑨3
苗育才 摄

风雪千里 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