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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建筑发
生的火灾中，
用电用火造成
的火灾事故占
30%以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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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一场大火让巴西国

家博物馆 90%的藏品付

之一炬；而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傍晚，法国巴黎圣

母院遭到同样的“灭顶

之 灾”，让 世 人 为 之 扼

腕。这也给国内文博界

敲响了警钟：如何保护

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遗产，让文物保护防患

于未“燃”？

台账民生

政策解读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樊红
伟）4 月 17 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
获悉，4月 18 日起，该集团在郑州长
途汽车中心站东区（陇海站），开通郑
州至宝泉、大熊山、太行大峡谷、老君
山、重渡沟、郭亮万仙山和八里沟7条
旅游直通车班线。

旅游直通车发车时间具体为：郑
州至宝泉6：45（天天发班），郑州至大
熊山6：50（天天发班），郑州至老君山
6：00（每周一至周六发班），郑州至重
渡沟6：00（每周一至周六发班），郑州
至万仙山6：10（天天发班），郑州至八
里沟6：10（天天发班），郑州至太行大
峡谷6：20（每周二、四、六发班）；返程
时间为：一日游当天15：00左右返程，
两日游次日 14：00左右返程（具体返
程时间以随车导游安排为准）。

旅游直通车车票在郑州交运集团
所属各汽车站售票系统均可购买，线
上购票渠道包括：微信公众号（河南汽
车票、河南联网售票），微信小程序（豫
州行），支付宝生活号（河南汽车票），
网 站（http：//www.hn96520.com、
http：//m.hn96520.com）。

据悉，郑州至云台山和白云山两
条旅游直通车线路也将于近期开
通。③5

□本报记者 周青莎

“真没想到外省的案子在项城市
法院也能立案，太方便了！”4月 15日，
说起自己诉讼的事儿，当事人老吴激
动不已。

老吴为河南某公司在河北承德的
一处工地做防水施工，工程结束后，他
却一直要不回 30 多万元工程款。无
奈，老吴想到了去法院起诉。在项城
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法官告诉他，按
规定此案归工程所在地承德市某区法
院管辖。老吴一听着了急，专门去立
案跑一趟开销大不说，还不知道要折
腾几天。“我们有跨域立案窗口，你不
用跑到承德就能立案。”果然，在法官
的帮助下，不到 10分钟，老吴就立上了
案。

项城市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和 7
个人民法庭设立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
登记窗口，并派专人引导，去年以来已
为群众办理跨域立案 100多件。

目前，像这样便民利民的诉讼服
务正在我省各地法院加快推进。

今年 2月份，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立的全省首家互联网诉讼服务中心
在繁华街头揭牌运行，群众在这儿可
以享受到跨域、无障碍的智能诉讼服
务。

不久前，新安县当事人黄某和安
徽省池州市当事人郑某通过河南诉讼
服务网跨域自助立案服务平台，在卢
氏县人民法院五里川人民法庭成功起
诉两起民事案件。

……

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立案，切实
解决异地诉讼难问题，4月 10日，省高
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省
法院跨域立案服务改革的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跨域
立案是指人民群众到就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或人民法庭跨区域、跨层级办
理民事、行政案件起诉、上诉、申请再
审和申请执行案件的立案、交费等事
务。目前，我省跨域立案可通过河南
法 院 诉 讼 服 务 网（http：//ssfw.hn-
court.gov.cn/）办理。

省高院立案庭庭长张云龙告诉记
者，跨域立案不仅降低当事人的诉讼
成本，为当事人提供了便利，对于法院
来说也是利好。原本需要当事人来回
奔波递交的诉讼材料，通过跨域立案
转变为在法院内部网上流转，诉讼效
率得到极大提高。

群众就近到法院办理跨域立案，
当地法院需要做哪些工作？法院不予
接收该怎么办？对此，《办法》规定，人
民群众到就近法院办理跨域立案的，
接待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经
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指导并协
助其办理立案事务，同时将纸质材料
即时邮寄给案件受理法院。接待法院
不得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拒收材料、
拒绝审查；对本院有管辖权的案件不
得强制或故意引导当事人向其他法院
提交网上立案材料。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满
足人民群众多元立案需求，省高院要
求，全省法院要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
讼服务改革，积极推行网上立案、自助
立案、预约立案，让“网上办”“扫码办”

“刷脸办”成为常态，打通司法服务人
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4月 17日上午8点，沁阳市太行
街道东沁阳村 70 多岁的老党员王
俊成骑着电动三轮车，准时出现在
村头的垃圾分类中心。放着音乐，
他和几位老伙伴按照事先分好的区
域奔向村民家中。

来到何翠兰老人家门口，只见
7 个五颜六色的垃圾桶整齐排放
着，每个桶上标着数字及垃圾分类
的事项。蓝色的 1 号桶上写着“酵
素 桶 ，生 的 干 净 果 皮、果 核 和 菜
叶”，绿色的 2 号桶上写着“堆肥
桶，剩饭剩菜、骨头、带油污的生厨
余”……王俊成拎起七彩垃圾桶，
按照分类倒进车上的大垃圾桶里。

2017 年 8月，几个大学生来村
里宣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开展垃
圾分类的迫切性。驻村第一书记
张发军和村党支部书记王东风深
受触动，决定在村里开展零污染行
动。

为了使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
良好习惯，党员干部带头深入每家
每户进行教育引导，村里还出台了
垃圾分类评分及积分兑换办法，一
月一评比，并将结果张榜公布。

据村义工队队长武利霞介绍，
现 在 村 里 已 经 把 垃 圾 细 分 到 28
种，90%的村民都会垃圾分类，垃
圾量也减少了 80%。

绕着东沁阳村走一圈，记者没
有看到一个垃圾堆，也没有见到一
个垃圾袋。“以前可不是这样，一刮
风，垃圾袋满天飞。”武利霞说。

实现乡村振兴，垃圾处理是一
道必须迈过的坎儿。但受基础设
施、自然环境、思想观念等因素制
约，农村垃圾治理任务更重、难度
更大。

东沁阳村通过收集厨余垃圾，
让垃圾分类，建设零污染村庄。这
一“新潮”做法不仅受到了省生态
环境厅肯定，还吸引了周边村庄前
来考察学习。

垃圾分类还只是第一步，东沁
阳村还将垃圾变废为宝，发展出了
带动乡亲致富的绿色环保产业。
村民利用厨余垃圾果皮菜叶发酵
制作酵素、堆肥。在村环保扶贫车
间，环保酵素、环保手工皂等产品
琳琅满目。王东风介绍，用酵素和
堆肥代替农药和化肥，绿色环保，
生产出来的粮食瓜果，市场价还
高。

在村东头的酵素生态种植园
实验基地里，几位村民正在拔草。

“2018 年我们种植了 16 亩小麦和
大豆、两亩山药、两亩怀姜、一亩怀
菊花，酵素山药、酵素面粉等产品
已销往全国各地，集体收入增加了
10万元左右。”张发军说。

采访期间，张发军的手机一直
响 个 不 停 。“ 都 是 要 订 我 们 产 品
的。”他笑着说，“我们正在注册农
业合作社，准备让东沁阳的绿色产
品端上更多人的餐桌，在乡村振兴
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道路上，走
出东沁阳的特色之路。”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小
区65岁的赵喜娥近日因脑血管疾病住
院治疗，她的老伴也正卧床在家。想着
膝下独子要医院、单位、家里几头跑，
赵喜娥心疼不已：“孩子可要作难了。”

许昌市实施的60周岁以上独生子
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
扶助政策，解了赵喜娥的燃眉之急。儿
子用补助的钱为她请了一名护工。“住
院13天，补助1300元，这可帮了我们
大忙了。”4月17日，赵喜娥对记者说。

从 2018年 5月 7日起，许昌市开
始实施 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制
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
条件的扶助对象购买住院护理保险。
近一年来，该市已有7000多人享受政
策“红利”，补助金额907.05万元。

许昌市卫健委负责人介绍，住院护
理扶助制度实行按病种分类扶助，扶助
病种主要包括内科、外科、精神与行为
障碍类等13大类1059种，基本涵盖了
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补助标准为独
生子女父母每人每天100元，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每人每天150元，按实际住院
天数支付，每年度最多累计支付60天。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养老
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养老问题日益凸
显。为加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能
力，许昌市结合自身实际，在全国率先
实施了这一扶助制度，为全市的独生
子女父母撑起了“保护伞”。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要变天了！
今起至22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多阵雨、
雷阵雨天气。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
我省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
10℃左右，阵风将会达到7级。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在 18日夜里
至 19 日白天、20 日夜里至 21 日白
天。另外，受冷空气影响，18日至 19
日，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 4 级~5
级，阵风6级~7级。18日我省北中部
还将有浮尘或扬沙天气。

据气象监测，目前我省中西部、北
部出现轻度至重度干旱。干旱站点主
要分布在中西部、北部部分地区。全
省气象部门将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积极增加降水量。

此次降水过程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土壤表层墒情，利于冬小麦孕穗抽穗
和春耕春播工作的开展，并对改善空气
质量十分有益。气象部门建议，当前墒
情较差的地区，可在降水后趁墒尽快播
种；墒情条件较好的地区，趁天气晴好
时播种。降水过后田间湿度增大，高温
高湿环境利于小麦病虫害的发生蔓延，
各地应加强小麦赤霉病监测，在降水后
及时开展防治工作。同时，各地还应防
范大风沙尘天气，加强设施农业、街头
悬挂物管理，并加强扬尘防控，降低
PM10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③9

天气

天气大“变脸”
降温又降雨

今起郑州开通7条
旅游直通车班线

许昌：政府帮独生
子女“尽孝道”

全省法院推行跨域立案

就近选法院 立案很简便
厨余垃圾“变身”集体经济“增肥”

垃圾扔得好 美了环境鼓腰包
基层民生观

更多内容详见 09│地方观察

东沁阳村
村民已自觉养
成垃圾分类的
习 惯 。 ② 31
庞书宁 摄

4月16日，游客在洛阳博物馆参观。⑨3 张光辉 摄

河南文博界
迅速开展自查A

“文物安全是底线、是红线、是生
命线。巴黎圣母院大火再次警示我
们，一定要做好文物消防安全工作。”
4月 17 日，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说，省
文物局当天已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文
物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文博单位立即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从零开始排查各类消防隐患，能立
行立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行立改
的要列出整改时限，安排专人负责。

一直以来，我省文博系统都将文
物安全保护放在首位。就在去年 9
月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事故发生后，
我省文博系统迅速展开拉网式的文
物消防安全大排查，共排查火灾隐患
3257 处，整改 3076 处。此后不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全省文物安全
基础保障三年行动方案》，计划用 3
年时间，全面加强文物安全基础设施
建设，使文物遗址防盗、防火、防雷击
能力明显提升。

田凯说，我们将全省文物安全信
息化监管平台建设列入今年重点工
作，采取信息化手段加强全省文物安
全监管，完善提升市、县级博物馆等文
物收藏单位的安全设施和文物保存设
施，及时维护更新老化设备和线路。

目前，我国文物安全方面的三
大风险分别是法人违法问题、盗窃
盗掘问题和火灾事故。

田凯表示，古建筑群多采用纯
木、砖木、土木等结构建造，经过长
年累月的风化，建筑含水量非常低，
极易发生火灾。根据有关统计数
据，我国古建筑发生的火灾中，用电
用火造成的火灾事故占 30%以上。

正是基于“文物不可复制性”，
我省出台的文物安全保护条例明确
规定，文物建筑内严禁使用明火，宗
教活动场所或民居建筑等确需用火
时，应加强火源管理，采取有效防火
措施，严格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并指
定专人专岗监守。如少林寺的藏经
阁就严禁用电、用火。

作为规模最大的木制古建筑群

之一，故宫保持了 49年零火灾的纪
录 ，其 经 验 值 得 各 家 文 保 单 位 借
鉴。记者了解到，故宫从源头上管
理，严格落实“宫内不能见明火”的
规定。此外，故宫还拥有强大的消
防安全网，5674 个智能感烟点式探
测器、113 台吸气式火灾探测器，与
岗亭、安检口等重要部位建立联动，
达到极早期报警、实现低误报率，确
保了“一处着火、
多点响应”。

文物古建筑为什么最怕火B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随着消费结

构的转型升级，博物馆、文物古迹、古
建筑等成了众多游客的旅游“打卡
地”。但游客素质参差不齐，加之人员
流动性大，无形中增加了文物安全保
护的风险。

去年国庆期间，河南博物院入围
“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记者在河南
博物院大象中原展厅看到，安检处专门
设有“打火机存放处”，公共开放区域都
设置有明显“消防安全三提示”，此外还
配备有消防设施和微型消防站。

“近几年游客素质明显提高，进馆
参观时都非常配合安检，没有发生过
不愉快事件。”河南博物院安检处工作
人员说。

“保护文物安
全是大家共同

的责任。”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
“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有17万余件，我
们时刻都紧绷文物安全这根弦。目前，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正在修缮，施工中严
格用火用电管理，继续加强职工消防安
全培训和专职应急队伍建设，坚决遏制
火灾事故发生，确保文物安全。”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康建
国是一名有 20多年工作经验的“消防
老兵”。在他看来，文物安全火灾预防
要做好人防、物防、技防，一旦发生火
灾，要早发现早扑救，一般情况下在 3
分钟内比较容易扑救。康建国认为：

“确保文物安全，要落实政府的主体责
任、职能部门的监管
责任、使用者的
直接责任。”③9

消防安全需要全民参与C

巴黎圣母院大火敲响文物保护警钟“保得住”才能“传下去”

防患于未“燃”保护共同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