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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至辉县高速公路豫鲁省界至范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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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来信回复办理看似
小事，却是关乎群众利益
的大任务。

●● ●● ●●

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热点关注

安居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 5月 21日
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印发《河南
省工程质量安全集中整治活动方案》，从
5月至 8月对全省四类重点民生工程质
量开展集中整治。

本次集中整治以农村危房改造、保
障性住房、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等重点民生工程为重点，对纳入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的
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展
集中整治，强化监管，消除隐患，落实责
任，提高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围绕增强质量安全意识，推动责任
落实，规范市场行为，本次重点从几个方
面实施集中整治，包括参建各方主体质
量安全责任制建立及履行情况，工程质
量终身责任书面承诺、永久性标牌、质量
信息档案等制度落实情况，工程实体质
量有无渗漏、裂缝以及水暖、电气、节能
保温等方面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
其中，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侧重落实“五个
基本”、实施关键环节质量安全检查、进
行竣工验收等情况。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工程，重点对已建成的工程检查是否按
规定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是否符合
法定程序等。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娜）儿童免票不再只看身
高，12周岁（含 12周岁）以下或身高 1.4
米（含 1.4米）以下，符合一个就行。5月
17日，记者从洛阳市发改委获悉，根据
即将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少年儿童
游览参观点门票优惠政策的通知》，洛阳
部分景区儿童免票线要“长个儿”。

据了解，优惠政策明确，自今年6月
1日起，洛阳市各县（区）实行政府定价
管理或政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对少
年儿童门票价格优惠标准将施行新政
策。同时，鼓励施行市场调节价的游览
参观点对少年儿童制定门票优惠政策。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今的儿童
发育明显增快。国内公交、铁路、景点等

“以身高论儿童”的购票标准对于监管者
来说虽然直观、易行，但“一刀切”的规定
往往令“大个子儿童”丧失应有的福利。

“此次调整最主要的是从年龄层面
放宽儿童身高限制，以前多数景区为1.4
米以下免票，但此次调整后，不满 12周
岁（含 12周岁），但身高却超过 1.4米的
儿童，可以在洛阳市施行指导价管理的
游览参观点享受免费政策。”洛阳市发改
委收费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说，此次调整
主要针对洛阳市施行官方指导价管理的
游览参观点，也就是说民营的、私人的游
览参观点不在此次调整范围。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优惠政策规定，
少年儿童入园时需出示居民身份证或户
口簿等有效证件，游览参观点不得以各
种理由拒绝或变相执行优惠政策。

此外，优惠政策还对各游览参观点
作出规范，要求健全完善明码标价制度，
在售票点醒目位置公示优惠的范围和幅
度，并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游
览参观点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管理落
实，规范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③6

□本报记者 孙欣 石可欣

“你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今
天来是告知你，犯罪嫌疑人郝某某
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近日，清
丰县检察院的检察官来到申诉人老
闫家，告诉他这个消息。

此前，老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向清丰县检察院寄出了申请立案监
督的信件。清丰县检察院侦监局审
查案件后，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
遂书面通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
案理由。公安机关接到通知书后，
对犯罪嫌疑人郝某某立案侦查。

老闫紧紧握住检察官的手，激动
地连声道谢。检察官与申诉人面对
面交谈，是全省检察机关落实“群众
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对群
众来信实行 7日内程序性回复、3个
月内办理过程和结果答复制度。截
至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群众
来信 5498件，除匿名或者联系方式

不详等无法回复的，其余符合回复
条件的 3196 件已全部在 7 日内回
复，按期回复率100%。

5月22日，在省检察院群众来信
处理中心，工作人员李玉彩告诉记者，
对群众来信原则上当日信当日拆、当
日审、当日录入统一业务系统。从受
理之日起，5日内提出分流处理意见，
7日内回复信访人。同时，按照方便
当事人的原则，分别采取手机短信、电
话录音、检察专递等方式予以回复。

“群众来信回复办理看似小事，
却是关乎群众利益的大任务。”省检
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高保军说，7日

内回复，只是办理群众来信的第一
步，3个月内办结，解决问题、化解矛
盾，让群众满意才是目的。

信多人少，分流、审阅等工作繁
琐；7日内回复、3个月内办结，时间
紧、任务重。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
省检察院制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群
众来信办理工作暂行规定》，对群众
来信的范围、办理工作原则、办理答
复流程等作出详细规定。建立来信
办理、集中审查分流、工作联络员、定
期点评通报等4项制度，助推群众来
信办理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做，涉
检信访问题依法就地解决。

“小信封里装着大民生，老百姓
给检察机关写封信不容易。一封来
信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可能只是所收
信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对于
写信的群众而言，寄托了他们百分
之百的期盼。”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说，全省检察机关将把“群众来信件
件有回复”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抓实抓细、做好做优。③8

我省集中整治
四类民生工程质量

下月起洛阳部分景区
儿童免票线“长高”
12周岁以下或身高1.4米以下均可

5498件群众来信背后的故事

●●年内我省年内我省44条高速和条高速和22座黄河大桥通车座黄河大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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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更方便说走就走更方便了了

旅游

本报讯（记者 宋敏）5月 22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全省交通重
点项目和高速公路“双千工程”进展顺
利，今年年内我省4条共计339公里的
高速公路及 2 座黄河大桥将建成通
车。

据统计，今年截至5月 17日，全省
交通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220亿元，
占年计划的39%；其中，在建交通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 88.6 亿元，占年计划的
48%，为完成重点项目投资“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仅仅是在建交通重点项目顺利
推进，“双千工程”也取得了重大突
破。栾川至卢氏、濮卫高速公路濮阳
段、西峡至淅川、双龙至西峡高速 4个
共计182公里的项目，已于今年3月底
前开工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表示，
近年来，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但
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比如设施总量依
然不足，网络布局不够完善，水运发展
相对滞后，农村贫困地区交通瓶颈制
约突出等。当前，全省在建交通重点
项目，特别是高速公路“双千工程”项
目，主要分布在伏牛山、大别山、太行
山等交通不便的革命老区、贫困地区、
偏远山区，涉及41个县区。

今年，全省将建成通车 4 个高速
公路项目共339公里，以及2座黄河大
桥。4个高速项目分别为：商南高速公

路周口至南阳段，淮信高速公路息县
至邢集段，济洛高速公路济源至豫晋
省界段，台辉高速公路豫鲁省界至范
县段（台前收费站至范县段 25公里）；
两座黄河大桥为：国道 107 官渡黄河
大桥，国道 234 焦作至荥阳黄河大
桥。③4

又讯（记者 宋敏）5月 22日，记者
获悉，即日起，12306网站在前期试点
的基础上，将铁路候补购票服务扩大
到所有旅客列车。

候补购票服务是指旅客在通过
12306 网站和 APP购票时，如遇所需
车次、席别无票，可自愿按日期、车次、
席别、预付款提交购票需求，售票系统
自动排队候补，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
退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并将购票
结果通知购票人。

候补购票功能是铁路部门为旅客
提供的更加安全方便快捷的购票服
务，也有利于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
科学组织列车开行，让运力安排更加
精准、旅客购票有更好体验。去年 12
月 27日开始，铁路部门在 12306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选取 2019年春运期
间部分运力紧张方向列车的长途区
段，开展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减少旅客
在购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耗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反复查询余票的情况。

候补购票服务具体流程，可通过
铁路 12306 网站（www.12306.cn）查
询。③8

5月22日在武陟县境内拍摄的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建设现场（无人机拍摄）。⑨6 冯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在即，
百万考生怀揣梦想，奋力迎考；数十万
工作人员全力以赴，精心组考。5月22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为打造平安和
谐高考环境，共同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我省各级各有关部门提前着手、通力合
作，落实各项高考安全工作，全方位、多
举措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我省多部门协调联动，“三大重
拳”治理环境。在线索排查上出重
拳。教育、公安等部门现场摸排、网上
监测搜寻招募枪手、销售作弊器材、组
织替考等涉考犯罪线索，利用大数据
排查存疑考生。在综合治理上出重
拳。各级教育、公安、工商、无线电管
理等部门，积极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
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

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
在惩治犯罪上出重拳。各级各有关部
门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助考犯罪行
为重拳出击，严厉打击替考作弊和器
材作弊。

我省还将通过“三大举措”为考生
提供优质服务。营造温馨和谐氛围：各
级各有关部门做好考试期间出行、食
宿、卫生、电力、噪声控制等综合保障服
务，参与爱心助考等志愿服务，给予考
生更多人文关怀。倾情做好咨询服务：
畅通渠道，通过各类考生服务平台、各
市县服务大厅等，主动向考生提供信息
服务；开通全省招生考试咨询服务电
话，24小时面向社会提供语音咨询服
务。关怀服务特殊考生：认真组织实施
农村专项计划，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考生确保教育扶贫政策精准落实；
对残疾等身体特殊考生平等参加高考
提供必要合理的便利。③4

红脸白脸一起唱
多方联动助高考

制图/周鸿斌

济源：精彩亮相第二届郑洛新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张璐

5月 19日—20日，第二届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
果推介会在郑州举办。本次大会上，
济源市组织省创新型龙头企业中原特
钢、兄弟材料、艾探电子，及济源科技
大市场等组团参展，得到与会嘉宾的
广泛关注。

济源展区设置省军民融合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军工精锻件、防弹陶瓷、
航空发动机用银铜合金、军用红外传
感芯片等展示专区。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原特钢展示
的“军工精锻件”蕴含高科技，最大长
度可达 20 米，最大重量为 50 吨。据
悉，该锻造采用油压机一次成型，具有
材料熔炼—锻造—热处理—机械加工
完整工艺链，在高合金工模具钢、不锈
钢、钛合金等高品质、高性能、高难度

材料锻件产品生产方面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济源市兄弟材料公司是河南省唯
一一家通过美国NIJ 标准检测的氧化
铝 防 弹 陶 瓷 生 产 厂 家 ，具 备 年 产
15000吨氧化铝粉体、1500吨氧化铝
陶瓷的规模。公司的低温成瓷、高性
能 99%氧化铝陶瓷属国内先进水平，
目前拥有省级攻关项目 20余项，高新
技术产品5项，专利9项。

济源市正清环境的人防过滤吸
收器运维检测系统，则用于人防工
程 核 生 化 防 护 装 备 现 场 检 测 与 评
估，以物化色谱为原理，以示踪气体
穿透、建模分析和大样本检验为手
段，解决了核生化防护装备原位、无
损检测的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使
人防工程成为真正的护民之盾保驾
护航。

此外，在本次大会上，济源市科技
局展出的“河南省军民融合知识产权

交易平台”，自2018年 12月在河南（济
源）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上正
式启动后，再次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
关注与认可，成为参展嘉宾及媒体频
频关注的亮点。

据济源市科技局局长李军华在展
会上介绍，河南省军民融合知识产权
交易平台是国家 1+2+20+N 平台体
系中的重要平台。该平台以中国军
民融合平台为基础，通过信息资源的
全面汇聚、整合与利用，建立知识产
权与军民融合的桥梁，打通专利技术
与产业现实间的壁垒。平台由网上
交易大厅、网上办事大厅、SOOIP 专
利导航、解密国防专利、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军工科研单位、知识产权交
易信息、知识产权资讯等相关辅助服
务组成。这既是河南省首个致力于
军民融合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项目，
也是济源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
深入探索建立军民技术双向转移机

制，满足本地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发展
需求的创新之举。

李军华介绍，济源市作为河南
省科技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市，近年
来在科技创新发展服务过程中，不
断以科技体制改革为抓手，以整合
资源为重点，以军民融合为破局，以
协同创新为核心，以服务经济为基
础，以四个引领为导向，以争当河南
省 军 民 融 合 科 技 创 新 排 头 兵 为 目
标，通过“搭建平台、集聚资源、助推
产业”三步走战略，大力提升军民融
合发展水平，助推本地军民融合产
业快速发展。

军民融合稳步推进，科技创新时
刻不停。在科技创新上成效显著，
2017年数据显示，济源市全社会研发
投 入 强 度 达 到 2.07%，位 列 全 省 第

一。高投入带来好成绩，近年来,济源
市共参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省
进步奖17项，市科技进步奖232项，科
学技术进步合作奖2项，科学技术贡献
奖1项。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6.4亿元，同比增长 15.1%，占济源市
工业增加值的23.8%。

谈到未来的军民融合发展，济
源 市 委 有 关 领 导 表 示 ：“ 军 工 技 术
向民用领域的转移转化，是促进全
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济源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工作。当前
济源市正大力推动‘军转民’‘民参
军’领域与‘大数据’‘互联网＋’交
汇融合发展，鼓励和支持军民两用
技术的落地转化，我们将以更加优
质 的 平 台、优 惠 的 政 策 ，积 极 主 动
与 大 院 大 所 、兄 弟 省 市 等 沟 通 对

接,通 过 实 施 一 批 示 范 性 强、带 动
性强的优质项目,做好军民深度融
合的大文章，积极探索河南济源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创新发展
的新局面。”

据悉，本次推介会是全省规模最
大、层次最高、范围最广的“军民融合”
专项成果推介会。本次实际参展企业
184 家，参展项目 472 项。除郑洛新
外，济源市和开封市作为单独设立专
区为数不多的地市，受到了省科技厅
领导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参展企业也是收获颇丰。艾探电
子董事长原子健谈到，在本次推介会
上，他们已就国内首创“硒化铅红外光
量子探测器项目”与中船重工七一三
所达成了初步意向，下一步将对双方
的进一步合作展开探讨。

第二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先进典型报道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