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司法厅作出的 11项承诺是：加强民生领域立法，深
入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扎实推
进监狱、戒毒所政务公开，深入开展“宪法进万家、进交通、
进宾馆”活动，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民工法
律援助工作，开展律师队伍纪律作风教育活动，健全完善公
证服务“绿色通道”，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降低特殊困
难群体司法鉴定收费标准。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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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作出的 10项承诺是：提升便捷高效立案服务水
平，上线运行“移动微法院”，完善律师服务平台，建设诉调对
接网络，规范申请再审案件审查，严格审判流程管理，全面畅
通信访投诉渠道，依法保障和规范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
动，积极参与校园及周边环境安全治理，探索建立执行工作
长效机制。

省高院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5月 31日，记者从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获悉，经过前期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走访和调
研，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迎来了首家外资企业——河南塔
望铪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我省口岸经济再添新活力。

据介绍，该公司由蒙古国客商个人独资设立，已于5月
24日正式入驻粮食口岸。目前双方已启动俄罗斯油菜籽
进口业务，该业务的开展将满足河南加工企业的需求。

外资企业的入驻，标志着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招商
引资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并取得里程碑式成果。据介绍，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企业也将
入驻粮食口岸，国外粮食供应商将无缝对接国内需求企业，
在享受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优惠政策的同时，
为加快河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提升郑州国际化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口岸是融通世界、扩大开放的关键门户和平台，是参与
全球合作竞争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由郑州良运粮食口岸发
展有限公司运营的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位于河南自贸试
验区经开区块，是欧洲、中亚、东盟货运通道的重要枢纽，也
是我国内陆地区第一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河南是粮食生产、加工和消费大省，以芝麻为例，每年河
南进口芝麻二三十万吨，占全国进口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随
着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常态化运营，来自国外的小麦、芝
麻、亚麻籽、油菜籽、大豆等优质原粮、成品粮将通过创新运
输方式运抵粮食口岸并快速完成进口通关，彻底改变过去河
南粮食关联企业依赖沿海沿边粮食口岸进口粮食的局面，助
力河南粮食产业无缝衔接国际产业链，推动河南农业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造进境粮食国际物流中心及商
贸中心，助推河南由“中原粮仓”向“国际粮仓”转变。③3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5 月 30 日，安阳市召开《安阳市城镇居民二次供水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条例》于 6月 1日起正式实施。该
《条例》是全省第一部二次供水条例，为城镇居民用水安全
提供了法律保障，对全省各地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管理体
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二次供水是指通过二次供水设施将城镇公共供水经过
储存、加压，再供给至城镇居民家庭使用的供水方式，是高
层供水的唯一选择。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高层住宅越来越多，由二次供
水设施建设和管理主体多元、维护责任不到位而造成的水
压不稳、水质污染、水资源浪费等问题普遍存在。”安阳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市区内使用二次供
水的小区 200余个，涉及居民近 20万人，《条例》对城镇居
民二次供水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
定，可以从根本上保障二次供水水质和饮水安全。

《条例》规定，市、县（市）政府应当将城镇供水纳入发展
规划，合理布局，满足居民用水需求；对新建城镇居民二次
供水设施，由城镇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建设；禁止无证或超越
资格证书规定范围的单位进行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设计
或施工；定期进行水质检测……违反条例的行为，将被责令
整改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烜）5月 31日，凭借“工业高速
视觉检测识别系统关键技术研发”这一科
技成果，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
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锟山领衔的
创业创新团队入选“许昌英才计划”，并
获得了200万元的项目扶持奖励资金。

像陈锟山教授团队一样，在当天召开
的许昌市科技创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
彰大会上，共有32个创业创新团队、388
名高层次人才进入“许昌英才计划”榜单，
仅此项奖励金额就达6176.96万元。

此外，森源集团、黄河集团、远东传动
轴公司等165家科技型企业因为在培育
创新主体、建设创新载体、促进创新成果
落地等方面成效显著而获得重奖，奖金合
计高达1829.3万元。河南森源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曹宏等3人荣获“许
昌市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号，河南
四达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四
甫等3人荣获“许昌市优秀科技创业领军
人才”称号，共获奖金240万元。

这是许昌市连续第7年重奖科技创
新人才，今年奖励总额达8246.26万元。

得益于大力实施人才引领、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2018年，许昌市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达 45%，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15项，禹州市、长
葛市、建安区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
（市、区）。③5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深邃的夜空，星汉灿烂，人们早已进入
梦乡。然而，“夜鹰”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被人们称作“夜鹰”的是沈丘县农业农
村局渔政执法大队的队员们，他们令非法
电鱼分子闻风丧胆。

“非法电鱼行为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
不会停止夜间巡逻执法。”为了这誓言，“夜
鹰”们时刻瞪大眼睛，保持警惕，守护着一
方清水。

那是 2014年 6月，60名钓鱼爱好者要
求严惩非法电鱼分子的联名信，被县领导
转交到时任渔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的王立杰
手里。

沈丘县境内共有8条河流，全长150多
公里。流域广，路途远，加上全县纵横交错
的沟渠，管理难度极大。

当时，渔政执法大队组建不久，没经
验、无设备、无水上交通工具，如何仗剑执
法？王立杰和副大队长韩成祥商议后，两
人自掏腰包，垫资购买了首艘执法橡皮艇。

有了橡皮艇，队员们顿时来了精神，开
始了水上巡逻执法。冬去春来，他们先后
拆除了 74张电拖网，抓获非法电鱼、药鱼

船只483艘，销毁、没收165艘作案船只，没
收电鱼工具407套，战绩赫赫。

随着执法工作开展，白天已很难发现
非法电鱼者。然而河面上依然漂有死鱼。
原来，为躲避执法检查，电鱼分子的“作业”
时间已从白天转移到了夜间。

“周末和节假日不再休息，夜里定期巡
查并保持随时行动，坚决杜绝非法电鱼行
为发生！”随着王立杰一声令下，队员们的
夜间执法渔政生涯开始了。

寒冷的冬夜，雷电交加的夏季，有举报
必定出击。行动时，为了不惊动电鱼分子，
队员们在水面上开着执法快艇不敢开灯，
像一群“夜鹰”，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多少
次执法人员被抬网的钢索、河道上的渡河
绳索挂伤。不小心掉进冰冷的河水里、抬
着橡皮艇下河时扭伤脚是常有的事。当电
鱼分子为躲避打击，把电鱼工具扔进河里
时，他们就会下水去摸，被电鱼工具电到、
鱼叉顶破头皮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
过执法人员被电鱼分子打伤的情况。

那是深夏的一个夜晚，为逮住两个狡
猾的惯犯，“夜鹰”们潜伏在沙颍河纸店镇
杨桥河段，等待着电鱼分子的出现。上有
蚊虫叮咬，下面是湿漉漉的河坡。4个小时

后，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而降，
岸边的树木被刮得东倒西歪，但“夜鹰”们
没有撤离，坚持等到电鱼分子上岸后，迅速
出击，两名电鱼分子束手就擒。

“真没想到，大半夜，这样的天气你们
还在执法！”惊魂未定的电鱼分子张某觉得
不可思议。

几年来，有无数次这样精彩的“战斗”，
“夜鹰”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唯独没
有忘记初心。

河面上死鱼不见了，河边垂钓者与日俱
增，不时有白鹭等鸟儿掠过河面。看着这情
景，“夜鹰”们个个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县钓鱼协会等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向他们
赠送了30多面锦旗，更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 他 们 是 全 县 人 民 值 得 骄 傲 的‘ 夜
鹰’！”钓鱼爱好者王东林将队员们夜间巡
逻执法的图片放到朋友圈，顷刻间便引来
上万次的转发和点赞。

为鼓励沈丘渔政执法工作，2015 年 7
月和 2016年 3月，农业部和河南省农业厅
先后为沈丘县发放了“中国渔政41111号”
和“中国渔政 41149号”执法快艇，在沙颍
河成功下水巡航。

彩虹总在风雨后。沈丘县渔政执法工
作的成功经验树立了内陆省份渔政执法的
典范。5月 23日，全国渔业执法工作表彰
大会在北京举行，沈丘县农业农村局被国
家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渔业执法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河南省仅此一家。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5 月 31
日，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
出，制定和调整电力用户销售电价
时，省发展改革委应提前一个月向
社会公布，供电企业应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并严格遵守执行时间。

根据《通知》，我省推出多项举
措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旨在提
高电费透明度。办电方面，供电企
业1天内完成用电申请受理；对于380伏/220伏低压用户，
取消供电方案答复环节，无须新建电力配套工程的，当日受
理、次日送电，需要新建电力配套工程的 7天内完成送电；
对于 10千伏高压用户，供电方案答复时间压缩至 10天以
内。审批方面，简化10千伏及以下电力配套工程施工行政
审批，实行低压用户承诺开工，高压客户涉电施工行政审批
时间压缩至5天以内。施工方面，供电企业出资建设的10
千伏及以下电力接入工程，在取得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及市
政土建工程完工后，平均20天内完成工程施工。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6月底前，供电企
业要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开通电力服务入口，实现办电业务
政务网“一网通办”。③8

口岸经济再添新活力

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入驻首家外资企业

让高层居民吃上放心水

安阳出台
全省首部二次供水条例

我省多措并举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

调整电价应提前一个月
向社会公布

想群众所需 解群众所盼

我省政法系统公布39项承诺
本报讯（记者 刘勰）上线运行“移

动微法院”，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全面
下放延伸公安车驾管业务，降低特殊困
难群体司法鉴定收费标准……5 月 31
日，省委政法委召开全省政法系统爱民
实践服务承诺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公布了
2019 年爱民实践服务承诺，共计 39
项。

承诺是责任，践诺是义务。为了让
这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举措落到
实处，全省政法系统将进一步明确责
任，加强督导，加大宣传，狠抓落实，确
保各项服务承诺件件办好、件件见效，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进一步树立新时代政法队伍的良
好形象。

39项爱民实践服务承诺具体内容
如下：

省检察院作出的 8项承诺是：深化检察机关专业化一体
化办案机制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好群众来信件件
有回复工作，开展打击非法占地、维护农民权益、保障粮食安
全专项检察工作，开展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发展、推动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加强对因案致困受害人家庭的
救助工作，探索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机制，深化“保
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督活动，落实最高检“一号
检察建议”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作出的10项承诺是：全面下放延伸公安车驾管
业务，积极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违法处理机制改革，对符合“五
同”条件的出国境证件实行合包邮寄，全面推广全省居民往来
港澳台旅游自助签证，提供更优质的身份证件服务工作，取消
户籍业务申报材料复印件，实行特种行业登记备案和公章刻
制日办结制度，增加保安服务许可证副本数量，扩大“互联
网+”便民服务平台业务，推广部署公安便民自助终端设备。

省公安厅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影报道

1996年，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村民贾洪涛和韩
红晓经人介绍相识结婚，生活其乐融融。2006年的
一场车祸让贾洪涛颅脑损伤，全身瘫痪。一时间，照
顾丈夫和抚育子女的责任全落在韩红晓身上。

喂饭、翻身、擦拭、按摩、说话聊天，十多年来，在
韩红晓的精心照料下，贾洪涛一年一年好转起来，不
仅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沟通，左侧身体也有了活动能
力。为了帮助丈夫锻炼，韩红晓要求他坚持用左手写
字。每天的写字练习也成了贾洪涛向韩红晓表达心
意的纽带：“好想在来世，仍和你做夫妻，把今生欠下

的情，在来世偿还。”
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劝韩红晓放弃，是爱和责

任让韩红晓坚持下来。如今，贾洪涛身体状况稳定，
韩红晓也找到服装店销售员的工作，曾经由于缺乏劳
动力成为贫困户的小家，在2016年年底实现脱贫。

爱你，不放弃！韩红晓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的真
谛。

图① 5月 30日，韩红晓用轮椅推着丈夫贾洪涛
外出活动。

图② 韩红晓看着丈夫贾洪涛进行写字练习。
图③ 韩红晓和丈夫贾洪涛在家里聊天。

爱你，
不放弃

水上“夜鹰”在行动
争做 河南人

许昌8000多万元
重奖科技创新功臣

5月 31日，濮阳市中原油田庆北社区的志愿者在展示
刚包好的粽子。当日，该社区开展了“粽香浓情、爱心端午、
幸福家园”主题活动，志愿者将亲手包好的粽子送到困难群
众家中，为他们送上关爱和节日的祝福。⑨6 仝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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