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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8 个省辖市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78微克/立方米；
优、良天数比例为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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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6月 5日上午，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乡村振兴战略”集中宣讲活动动员会在郑州
举行，正式拉开了此次集中宣讲活动的帷幕。

该宣讲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省农业农村
厅联合在全省组织开展。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中的作用，坚定不移推进乡
村振兴的河南实践。

为确保宣讲效果和质量，活动专门从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省农业农村厅、省委党校、高校
和相关单位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宣讲经验丰
富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宣讲团。在集中备课
后，宣讲团将于 6月 12 日起赴全省各地进行集中宣
讲。根据安排，18个省辖市和 4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县（市、区）将各进行一场。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集中宣讲活动的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握集中
宣讲活动重点，讲清楚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深刻
内涵、目标任务、基本态势以及我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具
体举措，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强大合力，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的“三农”篇章。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6月 5日，2019年全省节能宣传月暨公共机构节能宣
传月活动在鹤壁市正式启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
共机构节能管理司、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住建厅、省
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的有关负责人
共330余人出席。

据悉，今年全省节能宣传月的主题为“绿色发展，
节能先行”。当天召开的全省机关事务工作暨公共机
构节能重点工作推进会，现场传达了全国机关事务工
作会议、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推进会精神，并对荣获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称号的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等 45家单
位、荣获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称号的鹤壁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等5家单位进行了表彰。

近年来，鹤壁市紧抓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海绵城
市等试点示范机遇，实施了总投资 4.5亿元的 75个公
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创建了众多国家级和省级示
范单位，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连续 9 年被评为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
位。③8

本报讯 6月 6日上午，河南报业报瑞德国际幼儿
园举行开园仪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领导，社会各
界友人，家长、小朋友代表以及报瑞德全体教职工出
席。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河南报业报
瑞德国际幼儿园既是对河南日报创刊 70周年的重要
献礼，也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完善教育产业链条的重
要一步。希望报瑞德国际幼儿园牢牢守住安全这道防
线，以社会效益为先，充分吸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真正实现高水平育人。

河南报业报瑞德国际幼儿园园长侯静表示，该园
将依托报业集团的良好信誉和文化优势，采用国际化
的教育模式，为孩子们创设全英语的语言环境和浸入
式的国学文化氛围。

报瑞德国际幼儿园采用在美国学前教育市场占
有率近五成的 McGraw-Hill 出版社出版的 Worl-
dofWonders 教材，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的情感、
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多方面的发展，并根据 2至
6岁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展语言、数
学、认知、体智能、艺术等领域教育活动。同时，报瑞
德国际幼儿园以浸入式的国学文化课程熏陶幼儿，
让孩子们在开阔国际视野的同时，也学习了解中华
文化。

据了解，报瑞德国际幼儿园的教学理念得到了广
泛认可，在筹备过程中，已有众多家长踊跃报名，目前，
仅余少量名额。③8 （本报记者）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
振兴战略”集中宣讲活动启动

全省节能宣传月暨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月活动启动

省委办公厅等50家单位
获国家级殊荣

河南报业报瑞德国际
幼儿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6月4日，在“6·5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以来全省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其中既有非法排放污水、有害废弃物等常见
污染环境案件，也有城市噪声污染和盗掘破
坏古文化遗址等群众关注度高的案件。

乔迁新居本是件喜事，但是洛阳市民
郑某一家人却为此烦恼不已。2009年，郑
某搬进洛阳某置业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后，
发现小区的供水供暖设备就设在他家楼下
的负一层。冬天，供暖设备产生的噪声通
过墙体传导到他家，吵得全家人坐卧不
安。经专业机构检测，噪声已经超过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污染排放标准，于是郑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省高院二审认定，置业公

司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物业公司作为采
暖设备管理方，未采取必要的降噪措施，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判决两家公司在排除
妨害的基础上连带赔偿郑某精神抚慰金 6
万元，维护了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的权利。

省高院副院长王韶华表示，噪声污染案
件量占比不是很大，但却是环境污染的常见
类型，对企业和城市居民来说，这起遭遇噪声
污染成功维权的案例具有较强的引领意义。

盗掘破坏古文化遗址也属于破坏环境
的犯罪行为，近两年此类新闻频频见诸媒
体，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省高院公布的另
一起典型案例中，户某等人在安阳市殷都区
多次盗挖文物，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商代文化
层，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
户某等人十二年至十四年六个月的有期徒

刑。“人文遗迹属于社会公共资源，是环境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破坏属于人文遗迹的古
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省
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荆伟说，我国刑法
为了突出保护在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具
有很高价值的古墓葬及文物，将该罪规定为

“行为犯”，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挖掘古
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行为，即可构成该罪。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18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9679
件，审结8491件。法院不仅严惩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等犯罪，而且注重生态环境的修
复，将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补救行为纳入
对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加大环境修复内容的
执行力度，随时跟踪检查，确保裁判得到落
实，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付出代价。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5日，世界环
境日当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今年以来全省环境质量状况，今年前 5
个月我省取得了优良天数过半的成绩。

今年前 5个月，全省 18个省辖市 PM10
平均浓度为121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
度为 78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51.5%。1月至 4月，国家 94个水污染防治
考核断面中，按考核因子平均浓度计，Ⅰ类至
Ⅲ类水质断面 49个，占 52.1%；劣Ⅴ类水质
断面6个，占6.4%。

第一季度，我省基本实现环境质量大局
稳定。特别是 3月份，采取重污染天气管控
等举措，扭转了前 2个月空气污染指数反弹
严重的不利局面，空气质量历年同期最好。
但是，4月份大气环境质量出现了下降。5月
份以来，我省采取有力措施，PM2.5月均浓度
历年来首次达到二级标准，PM10、PM2.5月
均浓度分别为85微克/立方米、33微克/立方
米，同比分别下降1.2%、15.4%。③8

省高院公布环境资源类典型案例

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付出代价

前五个月
我省优良天数过半

6月 5日，社旗县环境保护局联合多家
单位在赊店古镇山陕会馆景区开展“蓝天
保卫战，我是行动者”主题宣传活动。⑨3
申鸿皓 摄

□本报记者 任国战 金京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小青瓦、花格窗，庭院深深古砖房；品文
化、赏民俗，老街“秀”出新花样。6月 3日至
5日，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与“网红”古
街仓巷街完美“牵手”，“‘网红街’+非遗展
示+文化产品”的组合，给古都安阳的文化旅
游业增添了一抹亮色。

传统技艺焕新生

6月 5日，仓巷街6号院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区，整个东厢房氤氲在袅袅青烟之中，古
琴艺人毛景生十指联动，托、擘、挑、勾，一曲
动人心弦的《长相思》引得诸多游人驻足欣
赏。“我已经是连续第六年来参加精品展了，
我们的古琴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毛景
生开心地说，原本古琴技艺在安阳近乎失
传，精品展让更多人了解了古琴文化，爱上
了古琴技艺，如今已经有几百人在学习。

仓巷街位于安阳老城，是明清时期保存
至今的建筑文化遗产，有着安阳的“南锣鼓
巷”之称。今年，安阳首次将文化旅游产业
精品展设在仓巷街，与往届选址“高大上”的
会展中心相比，本次精品展文化气息更浓
重、功能定位更精确。

“文化旅游精品展不仅是安阳文化的展示

平台，更是传播、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桥梁。”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产业发
展科副科长张志方介绍，通过参观、现场制
作、互动体验，能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注入新生活力。

文化产品畅销路

精品展上，游客们不仅能够听文化、看
文化，还能购文化。

仓巷街11号院原本是个驿站，偌大的院
子中，六个标准展位分列两旁。千层底布

鞋、艾草制品、手工皂等特色文化产品畅销。
“‘太行嫂子’千层底布鞋是林州‘老字

号’，手工纳底、手工缝制，一双鞋要缝 1200
多针，两天才能做出来。”经营者徐红荣一见
到记者便兴奋地说，今年精品展一开始，就
有很多老客户上门，许多顾客更是在临走时
留下了微信，相约定制更多布鞋。“昨天一天
就卖了二十来双，比实体店还好，我一直忙
到夜里9点多才走。”徐红荣说。

“手工皂销量也不错。”张志方说，很多
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这些精美的安阳产品被
他们带到大江南北，也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化

产品了解安阳。

古董摇身变“时尚”

文化创意产品始终是精品展一大亮点。
在文创展区，益智手机游戏《甲骨消消乐》受
到热捧。游戏以甲骨文字为基础，将对应的
文字方块调换位置便可消除、得分，同时还设
置了闯关、加好友、文字对战等趣味环节。

“能解压、娱乐，又能学习甲骨文，为这
个创意点赞。”大学生李丹玩得开心，还把游
戏推荐给了微信好友。

“甲骨问问”同样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
款时下流行的减压玩具“指尖陀螺”。“问问”
以龟腹甲为原型，正中间轴承处是一个甲骨
文“问”字，按照甲骨纹路分出七个区域，分
别写着“买”“不买”等甲骨文字。几个大学
生边玩边笑着说：“真没想到，甲骨文这样

‘高冷’的学问也能如此‘时尚’！”
创意不只如此，甲骨文、金文、饕餮纹

饰、古建筑等文化符号，正在通过书签、台
灯、饰品、水杯等载体，走进人们的生活，成
为新的时尚“标识”。

“‘仓巷街+精品展’起到了 1+1大于 2
的效果。”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
人表示，该市将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向着“千亿级文化旅游产业”目标不断迈
进。③9

当“网红街”牵手精品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13日召开会
议，决定从 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
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响应中央以及上级部门号
召，近日，洛阳市公安局瀍河派出所党
委专门召开了党委会，扎实开展“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四心”教育，使全体民警、辅警接受一
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切实为民服务。切实增
强全体民警、辅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牢固树立服务群众意识，进一步
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全力开创平
安瀍河新局面，当一名人民满意的答
卷人。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心中有
党。心中有党，就必须对党忠诚，始终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
治方向不偏；心中有党，就要毫不动摇

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
方位领导，筑牢政治建警生命线，做一
名忠诚的共和国卫士；心中有党，就必
须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严格
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群
众安全利益冲锋在前，同犯罪分子勇
敢斗争，努力做到为警一方，造福平安
辖区。

二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心中有
民。为人民服务是公安队伍的宗旨，
这是每一位公安人背负的使命。要有
人民至上的思想高度，永保警民鱼水
一家亲的温度。洛阳市公安局瀍河派
出所以上率下，全体民警以及警务辅
助人员，在工作中视群众为亲人，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走社区、访农户、进企
业，同叙一家亲，将心比心，把群众事
当做自家事，切实把事办到群众心坎
里，用辛勤汗水浇筑人民长城，以为民

之心筑牢思想之基，不负党和人民赋
予的历史使命；以群众呼声最高、反映
问题最强烈的地方为抓手，以高质量
民意警务建设为指引，深入打击黑恶
势力等，切实办好关乎老百姓生活安
全的案件，切实提高公众安全感和执
法满意度。

三是要甘心任劳任怨，心中有
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作为基层民警，是和群众打交道
最多的人，直接服务的就是群众，在基
层要甘于坐冷板凳，任劳任怨，因为头
顶 上 闪 闪 发 亮 的 警 徽 代 表 心 中 的

“责”。心中有责，就是要善于与人民
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公安人的优良传
统。基层是实现人生价值最广袤的天
地，为了头顶的蓝天，脚下的沃土，每
一名公安干警都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任劳任怨，敢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

的骨头，始终做一名群众心中的好儿
女、人民的好警察，对得起那一抹藏
蓝，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四是要做到防微杜渐，心中有
戒。“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
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句廉政
箴言道出了作为人民卫士应具有的底
线思维。如何从源头杜绝诱惑？首先
做到防微杜渐，筑牢党性之基，用党章
武装头脑，始终敬畏组织、敬畏人民、
敬畏法律；其次做到公正执法，不偏不
倚，不忘初心，以清白之身，守卫脚下
这片红色土地；最后要做到心中有戒，
该做的坚决去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
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戒律之心，以广大

“公安楷模”和英模为榜样，做一个清
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来自于人民，心系人

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
的优良传统。人民警察通过帮助一
个人，温暖一个家庭，收获一片民心，
不仅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铮铮誓言，也充分展示了人民警察
爱民为民的鲜明本色。洛阳市公安
局瀍河派出所也一直恪守这个理念，
并要求全所每一位公安人，都必须牢
记“四心”，为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而不懈奋斗；紧密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积极投身“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
实践活动，以“心中有党、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开创平安瀍河
新局面，用“四心”换取人民群众的顺
心、安心；牢牢把握政治建警、改革强
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的总要求，打
造新时代下的平安洛阳。 （王怡）

开展“四心”教育 开创平安瀍河新局面
“六一”前夕，河南省第二强制隔离

戒毒所组织 10余名党员志愿者来到定
点帮扶村漯河郾城区商桥镇前甄村的
万寿寺小学，开展“迎‘六一 ’·关爱留
守儿童·传递幸福温暖”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以
及书包、笔记本、彩笔等学习用品和食
品等节日礼物，使留守儿童感受到来自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志愿者王
妙丽围绕“毒糖果”“毒贴画”“易冲动”
等儿童涉毒隐患，以充满童趣的方式与
孩子们互动，教会孩子们如何辨别毒
品，拒绝毒品；并将“防毒六不要”编撰
成活泼轻快的童谣，深受孩子们的喜
爱。该所文明创建负责人李社鹏表示：
今后会持续了解和关注万寿寺小学留
守儿童的管理、教育和生活卫生情况，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社会责任
感，让留守儿童沐浴在关爱中，自信、快
乐地学习生活。 （武楠 王普辉）

河南省第二强制隔离戒
毒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月5日，游客在仓巷街古院落中参观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②17 赵树理 摄

关注“6·5世界环境日”

6月5日，郑州经开区世界环境日宣传周活动启动。70名环保志愿者以骑共享单车的方式，倡导低碳绿色出行。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