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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海涛 冯军福
本报通讯员 武岩岩

在西峡县，因为一碗泡面，省委第
十三巡视组成了当地百姓心中的“网
红”。

这碗泡面大有来头。“西峡山高路
远，下去走访，路上来回得三四个小时，
中午经常回不来，我们就自己带上方便
面、开水瓶，把泡面当午餐，蹲在路边
吃，吃完连垃圾都要回收到车上。”省委
第十三巡视组巡视干部李伟说。

李伟介绍，每次下去走访前，他都
要对同事“唠叨”几句：中午“就餐”的
地点，一定要选在离村庄远一点的地
方。“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不想打扰地
方正常工作。”

监督者更要受到监督。事实上，
李伟在省委第十三巡视组还有一个身
份：纪检员。

本轮巡视工作中，每个省委巡视组
临时党支部都设有一名纪检员，对组内

巡视干部的党风廉政和工作纪律等事
项进行提醒、督促和检查，提高巡视干
部的自身素质，维护和执行巡视纪律。

不准被巡视单位高接远送、迎来
送往；不准被巡视单位领导尤其是主
要负责同志陪餐；不准“一刀切”、大轰
大嗡……省委第三巡视组刚入驻，就
把纪律挺在前面，发布“十不准”禁令，
列出“20条负面清单”，要求巡视干部
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主动对照。

“打铁的人”首先要成为“铁打的
人”，才更有底气监督别人。省委第五
巡视组强化“两职”（有重大问题应该
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
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观念，将巡视
干部“十不准”“十严禁”等规定贴在每
个巡视干部的床头，做到了巡视纪律

“抬头见”“天天见”。

省委第十巡视组组长王保华介
绍，为加强队伍建设，该组无论召开组
务会、支部会还是小组碰头会，都要强
调守纪律讲规矩，尤其是廉洁纪律、保
密纪律和工作纪律。同时还规定，对
外联络统一由分组联络员负责，其他
人员严禁私下接触被巡视单位人员，
未经批准不准离开驻地。

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巡视监督铁
军。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干部赵伟
说，如今在巡视组，人人都是“监督
员”，大家相互监督提醒，避免“越线踩
雷”，而那些铁的规则和纪律要求，已
经深深烙在每一个巡视干部的心里，
成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巡视期间，巡视组有无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巡视组成员有无以巡谋私

问题？巡视组成员有无超越巡视工作
权限问题？近年来，省委巡视机构探
索实行“巡视后评估”办法，由被巡视
单位对省委巡视组的工作作风和执行
纪律情况进行评议，让监督者也接受
别人监督，严防“灯下黑”，强化自我监
督管理。近年来，省委巡视机构不断
创新制度，强化自我监督。从人民群
众的广泛监督，到巡视组内部的自我
监督，再到被巡视单位的“打分评议”，
省委巡视组接受监督的机制越来越完
善，“金箍”越戴越紧，目的就在于用制
度约束管理好自己的巡视干部，确保
省委巡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监督无处不在，监督无时不在。
开展巡视的过程，本身也是受教育、净
化自身的过程。唯有让讲纪律、守规
矩成为常态，让巡视干部成为遵守纪
律的标杆，才能严格依纪依规依法履
行巡视监督职责，才能真正发挥巡视
利剑的震慑威力。”省委第十二巡视组
组长唐飞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吴仲怡）6月 5日，“大连海鲜中国行”
首站走进郑州，这也意味着世界闻名
的北纬39°大连海鲜，今后走上河南
百姓的餐桌将更方便快捷。

据介绍，2018 年河南餐饮业销
售额 3000 多亿元，位居全国第四，
海鲜已成为河南人餐桌上的常见美
食。

此次活动中，20余家参展企业带
来了大连盛产的活鲜类、冻品类、干
品类、贝类、虾蟹类、鱼类、藻类、海参
类等种类丰富的海产品。

大连海鲜因常年生长在低温、高
盐度、昼夜温差大的海水中，生长周
期长，营养丰富，在市场上受到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大连不但自产海鲜，
还是知名的全球海鲜捕捞大市。对
接大连供应港口，相当于对接了全球

的优质海产品市场。
当日，大连市农业农村局与河

南中原四季物流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大连市消费指
导促进会与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河
南省酒店业协会、河南旅游饭店业协
会，及莲菜网、菜篮网、美菜网、香菜
网、一马生鲜等互联网生鲜配送平
台，还就大连海鲜如何与中原市场有
效对接、如何借互联网平台有效进入
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专家指出，大连与郑州的强强联
合，是海洋经济与中原经济的一次全
面握手和碰撞，是新供给、新渠道、新
商机的交融。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备受考生
关注的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2019年招
生计划确定，两校本硕博共计划招生
31322 人。这是记者 6月 9 日从两校
获悉的消息。

今年，郑大本硕博拟面向全国招
18772人，其中，本科全部在重点批次
招生。

今年郑大全面实施按大类招生培
养和管理，招生专业（大类）数量由去
年的 99个整合成 66个，包括 25个大
类、1个试验班、40个专业。其中，新

增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理科），按医学
技术类进行招生。该校面向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较去年增加40
人，共拟招 1020 人，包括国家专项计
划 260人、地方专项计划 440人、高校
专项计划320人。

据悉，郑大去年共录取港澳台侨
生 100 人，今年将继续扩大港澳台侨
生招生规模。

今年，河大本硕博共计划招生
12550 人。本科招生方面，96个专业
在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本科

一批和提前批录取。
今年河大扩大按类招生范围，新增

建筑类招生，包含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专
业。目前该校在提前批和本科一批共有
16个按类招生专业类，涵盖38个专业
（方向），今年共计划招生2200余人。其
中，新增一个本科专业——纳米材料与
技术专业，今年首招30人。该校中外合
作办学类专业今年拟招 2200余人，其
中，新增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本科
课程合作项目，合作招生专业为土木工
程，拟招100人（限招理科）。③9

江苏省泰兴市根思乡宣泰路
173 号，坐落着一座烈士陵园，纪念
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
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
杨根思。在陵园大道中央，杨根思
手抱炸药包、怒视敌方的雕塑巍然
挺立。

1922 年，杨根思生于贫苦农民
家庭，从小失去双亲，10 岁当了放
牛娃，12 岁随哥哥到上海当童工。
1944 年，杨根思参加新四军，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他历
任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勇敢，屡立
战功，被誉为“爆破大王”。

1950年 10月，杨根思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年 11月，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
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
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 1 个
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 1071 高地东
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29 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
战第 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
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杨根思带领
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待美军靠近到只有 30米时，带领全
排突然射击，迅猛打退了美军的第
一次进攻。

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
他亲率第 7 班和第 9 班正面抗击，

指挥第 8 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
将美军击退。美军遂以空中和地面
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后
发起集团冲锋。他率领全排顽强抗
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
连击退美军 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
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只剩
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 40多名美军
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
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
敌群，与爬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

1952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
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

“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
为“杨根思连”。1953 年 6月 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
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
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
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
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杨根思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振聋发聩的战斗誓
言。半个多世纪以来，数百万名参
祭者来到杨根思烈士陵园，缅怀先
烈，从英雄事迹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据新华社南京 6月 7日电）巡视组也有“监督员”

“爆破大王”杨根思

“大连海鲜中国行”首站登陆郑州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郑大河大招生计划出炉
两校本硕博拟招31322人

多彩毕业照

上图 同学们空中起舞的姿态在画面中定格

右图 同学在镜头前比出心形轮廓，记录美丽瞬间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高考结束后，考生们将会经历很
多值得纪念的时刻，比如查询分数时
的激动、填报志愿时的兴奋、领取录取
通知书时的欣喜……在这些时刻，不
少人喜欢拍个照片晒到朋友圈，与大
家分享喜悦。6月9日，招生部门提醒
考生，有6样东西不要晒，要时刻注意
保护个人信息，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
之机。

1准考证不能晒 高考结束了，
准考证务必还要保管好。领

取高考成绩单需要准考证，到大学报
到也需要准考证。如果考生把准考证
晒到朋友圈，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很
容易被复制。

2身份证不能晒 即使你在朋
友圈里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作了模糊处理，但在稍懂图像修复技
术的不法分子手里，分分钟可以恢复
或加以改造利用。

3考生号和密码不能晒 考生
号是整个高考期间使用最多

的号码，高考成绩查询、录取结果查
询、体检结果查询都需要输入。

4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不能晒
考得不错的考生晒一下成绩

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这类照片同样
会暴露考生号、姓名等重要信息，不能
晒。

5高考志愿填报纸质表不能晒
志愿填报除了要在网上操

作，还需要考生填写纸质表格并签字
确认。有的考生为了留念或留存会对
纸质表拍照，但是千万别晒出去，以免
个人信息泄露。

6录取通知书不能晒 录取通
知书晒晒信封或封面还可

以，内文就不要晒了。考生的照片、姓
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录取
专业甚至大学学号都在上面，如果被
不法分子掌握了这些信息，考生被诈
骗电话骚扰的几率会大大增加。③8

高考后这6样
东西不能晒

于人谈“契约”，于己忙“弃约”，

这就是当前美国一些政客在世人眼

中的形象。这些人口头上将所谓契

约精神奉为圭臬，孰不知高高在上、

颐指气使的行为举止同真正的契约

精神格格不入，挖了一个个“弃约陷

阱”的同时，他们也在撕下自己脸上

的假面具。

指责别人缺乏契约精神、要求别

人尊重契约，这是美方的一贯做法。

去年，美国通过发布多份报告，指责

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将

此作为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

理由。上个月美方还声称，美国和中

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份协议，但中方破

坏了协议。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

关于前者，中方去年 6 月发布《中国

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用无可辩

驳的事实正告：中国切实履行了加入

世贸组织承诺。关于后者，中方近日

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

场》白皮书，全面系统还原真相：中美

经贸磋商经历了几次波折，每次波折

都源于美国的违背共识、出尔反尔、

不讲诚信。

世贸组织规则是在各方共识基

础上形成的契约，各方都应自觉依据

相关规定行事。美方则不然，强行将

国内法凌驾于世贸组织规则之上，单

方面挑起与多国的贸易争端，肆意践

踏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世贸组织成

员，美方还公开表示，“不允许”世贸

组织的上诉机构和争议解决机制让

美国也接受约束，甚至威胁退出世贸

组织。如此赤裸裸威胁，哪里有半点

契约精神？！

事实表明，美国是国际法和国际

规则最大的破坏者。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签署国家有 190多个，美国退出

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经过联合

国安理会核可，美国退出了。还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等国际组织，美国也都退出了。美方

对国际规则和机构“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真实面目，国际社会早已看得

清清楚楚。

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

济的基石，也是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

支撑。遵守规则、信守契约使得个

人、群体和国家可以形成广泛合作，

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

美方肆意弃约，把国际规则玩弄于股

掌之间，损耗的是自己的信用，破坏

的是世界的秩序。国际舆论普遍认

为，美方在同中方的经贸磋商中如此

出尔反尔，不可能取信于其他正在同

其谈判的贸易伙伴。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念的契约精

神，不过是他们攻击别人的利器、装

点门面的点缀。为了一己私利，他们

毫无顾忌地干着背信弃义的勾当，有

时候连遮羞布都顾不得围上，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不久前就大言不惭地叫

喊 ：“ 我 们 撒 谎 、我 们 欺 骗 、我 们 偷

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

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

耀。”在美国一些政客心里，只有唯利

是图的“宝典”，找不到容纳契约精神

的丝毫空间。

“看看美方的出尔反尔、不守契

约的决定，让人不免会想：有这样的

朋友，谁还需要敌人？”一年前，面对

美方在国际社会中的破坏行径，欧洲

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曾如此叹道。不

管是什么人，不论是哪个国家，丧失

契约精神，迟早有一天会品味出“德

孤者必无邻”的苦涩滋味。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署名文章

于人谈“契约”，
于己忙“弃约”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钟 声

6月9日，高考过后，温县一中的毕业生在校园里拍
摄个性毕业照，为高中的青春岁月留下美好记忆。⑨3

□徐宏星 摄影报道

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9日电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
版首发式暨中吉治国理政研讨会 6月
8日在比什凯克总统官邸举行。本次
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
外文局、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
共同主办。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
科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
娃，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中国驻
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出席活动并
致辞。

热恩别科夫在致辞中说，习近平
主席是当代和未来最有影响力的政
治家之一，他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包含了对中国过去迅猛发展的
总结，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的
思考，还就世界共同面临的经济、安
全、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中国的理念
和主张。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更

加深刻地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和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了解中国的
发展逻辑、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他
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正在推进政治、
经济、法治改革和管理制度现代化，
这部著作能够成为吉政治家、官员以
及所有读者的宝贵财富，每个会思考
的人都能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有自己
的收获。

奥通巴耶娃在致辞中说，《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一书寓意深刻、富有灵
魂，雄辩地呈现了领导者的权威、领导
者的高度。阅读这部著作，是了解当
代中国的最佳途径，读过此书的人就
会明白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整
个世界的机遇。习近平主席积极运用
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富含哲理的典故和
谚语，使得文章生动有趣、易于阅读，
读者翻开第一页，就会被它的专业和

趣味所吸引。
王晓晖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是一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
发展理念和内外政策的重要著作。这
部著作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阐明了全面深化
改革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阐明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在发展
自己的同时也惠及世界，阐明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的坚强保
障。这部著作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出
版发行，是中吉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
鉴的生动见证。

杜德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出版发
行，充分体现了中吉两国关系的高水
平。热恩别科夫总统莅临首发式并致
辞，生动诠释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互
信和个人友谊。

首发式上，奥通巴耶娃、吉尔吉斯
斯坦议会副议长巴基罗夫、王晓晖、杜
德文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吉尔吉斯文版新书揭幕。王晓晖向
吉方揭幕嘉宾赠送新书。

中吉两国各界人士共 300人出席
首发式和研讨会。大家围绕《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展开深入交流，一
致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
尔吉斯文版的出版发行，为吉民众深
入了解当代中国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参
考，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携手并肩
实现共同发展。

在吉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
在比什凯克举行的“设计中国·丝路花
雨”展览、“光明书香”公益捐赠和比什
凯克人文大学“中国馆”揭牌仪式等活
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
首发式暨中吉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