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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河南正蓄势崛起，水路
的复兴无疑是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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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据新华社8月4日报道，全国多地接连出现高温天气，外卖火了、网购旺了，纳凉的文娱场人
气爆棚……多样的消夏方式，勾勒出居民消费需求新场景。6 图/朱慧卿

把握好复兴河南水运的机遇

□冯军福

最近，83 岁的“梵高奶奶”常秀峰

离 世 ，让 不 少 知 晓 她 的 人 怀 念 不 已。

这位出生于河南方城县的普通农村老

太，为了给城里长大的小孙女讲述农

村老家的景色和故事，拿起画笔，一点

点画出了故乡的景色，带给无数人温

暖与感动。由于其惊人的天赋和热情

的画风，媒体和网友们亲切地称她为

“梵高奶奶”。

“梵高奶奶”的走红，除却天然、质

朴的画风外，更多的在于唤起了无数

都市“离乡客”们的乡愁记忆。从她的

画 作 中 ，人 们 看 到 了 儿 时 的 瓦 屋 、田

埂、小径，想起了村里的苹果树、向日

葵 、山 楂 树 ，不 免 心 生 共 鸣 ，极 力 称

赞。然而，这种故乡情结的泛滥和爆

发，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当下我国不

少 乡 村 在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层 面 上 的 缺

失。如今，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

乡 村 逐 渐 被 围 上 了 钢 筋 混 凝 土 的 藩

篱。与之相伴的，是文化生活在城市

中越发丰富，在乡村里日渐贫瘠。这

种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因为乡村缺

乏相应的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大量的乡村文化资源没能被激活和

转化。

“梵高奶奶”通过绘画的形式，让

乡村人体味到了乡愁的味道，让城市

人得到了心灵的慰藉。这说明，艺术

是提炼和表达乡村文化的恰当方式。

以往提起艺术，不少人潜意识中会把

乡村排除在外。而艺术并不独存于城

市的大雅之堂，更活跃在乡村的田野

之间。与城市相比，乡村拥有民俗、礼

仪、建筑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也不

乏有潜力、有能力的艺术人才，通过艺

术形式传播乡村之美、乡村之情，不仅

可以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更能带动

乡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

我省不少乡村尝试与艺术“结缘”，如

孟津的“牡丹画第一村”、民权的“画虎

村”、舞阳的“农民画村”等，既丰富了

乡村的艺术文化形式，也探索出了传

统艺术的产业化之路。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当艺术遇上乡

村，一方面要创新文化的表达形式，另

一方面也要坚守乡村的文化底色，毕

竟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扎根人民、

深入生活，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就

像“梵高奶奶”画的向日葵一样，虽向

阳而生，但却始终不忘根系土壤。6

像“梵高奶奶”那样诠释乡愁

“外摆”增添“烟火气”

8 月 1 日凌晨，斗鱼直播平台就其平台主播“萝莉变大

妈”事件发布处理公告，经平台调查核实，该事件系主播“乔

碧萝殿下”自主策划、刻意炒作，决定永久封停主播“乔碧萝

殿下”直播间，下架所有相关视频，并关闭主播个人鱼吧。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萝莉变大妈”：你以为是穿帮的大

妈傻，结果吃瓜群众才是最傻的一拨韭菜。事主“乔碧罗殿

下”自称花 28万元炒作，就是为了制造话题和关注度。这网

络盛世果真如其所愿：据了解，该直播间关停之前，“乔碧萝

殿下”通过此次炒作已然收获了过百万的关注量。

人世间的词语已经概括不了眼下的“审丑生意”了：弄

丑、露拙、示劣、装弱，让围观者在虚荣的优越感里狂欢，

最后，粉墨登场的小丑收割沸腾的流量。“乔碧萝事件”至

少有两点启示：网红不都是“无脑”的，智商税防不胜防；

直播这些 APP 娱乐，容易上瘾，但别入戏太深。值得注意

的是，平台方倒是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在分享了粉丝

打赏的“赏金”之后摊手耸肩装没事儿人，恐怕在情理上

都说不过去。

挖开审丑生意链，看看这个“接单”的链条创造过怎样

的奇迹、如何做着妖娆的生意，才能建立制度约束将其彻底

斩断，修复网络信任、降低社会成本。倘若止步于封禁“乔

碧罗殿下”，我们还会深陷于网络怀疑论的漩涡而认知分

裂：谁知道亲眼所见的网络生活，会不会是别人花钱炒作

的？6 （邓海建）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豫货出海又添新航道。7月 26日上午，

几艘载着粮食或砂石等物资的船舶缓缓驶

出漯河港，沿沙颍河向下游进发。当天，漯

河港正式开港，沙颍河周口—漯河段通航，

沙颍河漯河至省界 172 公里全线贯通。（据
8月4日本报报道）

“四条丝路”中，“海上丝路”相对而言是

我省一块短板。如何把短板补齐？一方面

是开通至主要港口的海铁联运班列，另一方

面，要加快发展内河水运，与沿海港口无缝

衔接。首批水运集装箱从周口港发出不到

两个月，漯河港又正式开港，标志着我省内

河水运又迈出坚实一步，全面对接“海上丝

路”渐入佳境，开放发展又打开了新的空间。

新通道拓展新优势。水运以其低廉的

价格优势，在开放型经济中具有很强的竞

争力。许昌一家镍矿加工企业，常年从印

度尼西亚进口镍矿石，改铁路运输为海轮

分拨航运至周口，一年节省运费 6000 多万

元。安阳钢铁公司部分产能搬迁周口，按

照一条 1000 万吨生产线计算，矿石、辅料、

成品每年可节省物流费用 20 多亿元。一般

而言，汽车运输费吨公里需 0.45 元，铁路运

输费吨公里需 0.22 元，而水运费吨公里仅

0.05 元。2018 年，我省各运输方式完成货

运量 26 亿吨，其中水路占比仅 5.5%，在河南

形成一个水运物流的大枢纽，可以为中原

城市直接连接海外奠定基础，也有利于海

外物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腹地。加强内河

水运建设，优化运输结构，既是河南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也

是我们对全国发展大局应有的贡献。

重现内河水运辉煌，也是一种历史使

命。河南水运资源并不少，打开中国水系

地图，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河流在中原纵

横交织，贯通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流

域。历史上，河南内河水运十分发达，南通

余杭，北达涿郡。古代的鸿沟水系及隋唐

大运河、中原水运网都曾是河南水运的重

要组成部分，呈现“百舸争流天津卫，千帆

竞航下江南”的开放盛景。上世纪 60 年代，

河南水运占货运量比重一度高达 48%，由于

种种历史原因，河南内河水运辉煌不再，进

入低谷徘徊阶段。今天的河南正蓄势崛

起，水路的复兴无疑是道必答题。

沙颍河实现常年通航后，大大拉近了

豫中、豫东南与长三角和东南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的水上距离。周口依托沙颍河内河

水运优势，以“建港口、集物流、聚产业、兴

港城”为抓手，大力发展临港经济，成为河

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十三五”期间，我

省要打通经平顶山、南阳、漯河、周口、信

阳，然后从长江出海的航运大通道，5 个内

河航运项目跨越多个贫困县和大别山革命

老区县，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打通淮河、沙

颍河、唐白河通江达海的水上通道，直接带

动沿线经济发展，同时也能有力促进脱贫

攻坚。届时，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进

一步完善，实现中原城市群与皖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更好地衔接。美好前景催人奋

进，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6

在商家自愿的情况下，北京市三里屯的太古里、那里花

园、通盈中心将首批试点实施外摆管理，明确相应范围、点

位、管理标准。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外摆

摊位将具有国际化特点，以“商业+文娱体验”为中心，支持

快闪店、设计师店、体验店在区域内发展，增强个性化、多元

化体验和服务。（据8月3日《新京报》）
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出于优化市容市貌和城管秩序等考

虑，相继把摊位“管进来”或“赶出去”，引发有识之士和广大

市民质疑的声音。一座城市的繁华程度、生机活力，很大程

度上体现在商业气息浓郁与否，而流动性较强又相对固定的

外摆摊位，不啻是最简单、最鲜明的商业标签，更真实、直观

地反映着市井生活气息。由于历史、习惯、素质等多方面的

原因，“外摆”对秩序、安全、市容等方面构成的妨碍确实程度

不等地存在，牵扯了城市管理不少精力和资源，规范、治理也

确有必要。一刀切地取缔还是有保留地升级，既体现出城市

的民生温度，更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本生意”，注重时尚、新潮元

素，紧跟市民消费诉求，注重商业与文娱的融合，着眼于满

足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选择，着力于形成“主商业区+后街”

交错互补发展格局，提升商圈的国际化程度…… 三里屯借

“夜经济”升温契机试点“外摆”管理，此“外摆”已非彼“外

摆”，而是适应新时代城市发展、市民生活要求转型升级的

“外摆”，折射出城市管理理念的升级。

三里屯“外摆”管理的试点效果如何还须拭目以待，但

无论是从城市管理层面考量，还是从发展夜经济角度审视，

均有借鉴意义。消费升级既有赖于产品、产业升级，同样需

要城市商业业态与时俱进的升级配套。因地制宜、因城而

异，更加宽容、理性地对待外摆摊位，让“烟火气”浓厚起来，

是给城市添活力的不错选择。3 （范子军）

不能止步于“封禁”

画中话锐评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
司洛龙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洛阳市洛龙区龙门大道 122号林
安二手车市场E区1层10号 101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311001
成立时间：2007年 3月 8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管静
联系电话：18737966803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荥
阳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荥阳市国泰路与惠民路交叉口东
南角1幢1单元8层812号

机构编码：000159410182001
成立时间：2006年 10月 26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咨询、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
分险种的勘察理赔。

负责人：朱亚平
联系电话：0371-6956355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神

火大道西众志家苑1号楼S18号第7层
机构编码：000159411400
成立时间：2005年 12月 20日
业务范围：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授权决定。
负责人：张振东
联系电话：13598399959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新乡市金穗大道东 688号商会大

厦B单元B1501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700

成立时间：2005年 12月 7日
业务范围：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授权决定。
负责人：赵守建
联系电话：15603732959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
司辉县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辉县市城关镇和谐路与共城大道
交会处南200米路东院内北一楼103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782001
成立时间：2006年 2月 26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
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
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陈金艳
联系电话：15603739923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登
封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登封市中岳大街秀丽王府院内东
二楼201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185001
成立时间：2007年 8月 22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取营销员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
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

授权，可以从事机动车辆保险等险种的查勘
理赔。

负责人：朱晓鹏
联系电话：1863713172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鹤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黎阳路

543号天章（鹤壁）信息纸品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
205、206、208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600
成立时间：2011年 10月 25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高旭阳
联系电话：0392-338661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太
康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太康县城关镇建设路与一环路交
叉口向北100米路东

机构编码：000159411627001
成立时间：2006年 12月 21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 取 营 销 员 代 收 的 保 险 费、投 保 单 等 单
证;分 发 保 险 公 司 签 发 的 保 险 单、保 险 收 据
等 相 关 单 证;接 受 客 户 咨 询 和 投 诉;经 保 险
公 司 核 保 ，营 销 服 务 部 可 以 打 印 保 单;经 保
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
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李杰
联系电话：13608412226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新
密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河南省新密市城区西大街（中强
国际3号楼）3-1号楼16层 18号

机构编码：000159410183001
成立时间：2005年 11月 15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
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
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机动
车辆保险等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郭旭
联系电话：15093320526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渑
池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大街
东段仰韶工商所西50米网络宾馆3楼340房

机构编码：000159411221001
成立时间：2007年 11月 19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咨询及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
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
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王玉龙
联系电话：0398-280122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
司栾川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君山东路君
山广场对面11号院1层106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324001
成立时间：2007年 5月 15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李惠丽
联系电话：15937978615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 1号

楼5层514号-04、05、06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100
成立时间：2015年 12月 3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刘浩
联系电话：0371-86090625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
牟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郑州市中牟县雁鸣街西、万胜路
南、学苑路北东方银座2幢7层724室

机构编码：000159410122001
成立时间：2006年 7月 11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
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
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从事机动车辆
保险等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马存
联系电话：15515503937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
司唐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文峰街道郭
庄社区文峰南路东侧

机构编码：000159411328001
成立时间：2007年 11月 19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王成
联系电话：18603772789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
支公司

机构地址：焦作市示范区科技总部新城26号
楼2楼206—207

机构编码：000078410800
成立时间：2013年 6月 21日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
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船舶、货运保险；农业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投资型保险；短期
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负责人：李治国
联系电话：0391-3696983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县支
公司

机构地址：中牟县城关镇青年路南侧 4号南
单元一单元4楼

机构编码：000078410122
成立时间：2019年 5月 27日
业务范围：上级授权的经营范围
负责人：李虎
联系电话：0371-55909909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站
区支公司

机构地址：焦作市中站区解放西路中云电商
小镇A区17号

机构编码：000078410803
成立时间：2019年 5月 27日
业务范围：上级授权的经营范围
负责人：肖志娟
联系电话：0391-3696981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北京大道东

侧皇马国际9栋26-27号
机构编码：000078411381
成立时间：2019年 5月 27日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
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船舶、货运保险；农
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投资型保
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负责人：张建军
联系电话：0377-60895550

[2019]第 10、24号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推进学校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近日,督促检查“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座谈会在南阳镇
平县金陵学校召开。镇平县教育局领导、部分老师学生代表应
邀参加会议,共同发力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会上，镇平
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王路路说:“近期联合教育局对全县部分
学校监督检查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大部分学校落实情况良
好,建立了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制度,积极开展预防未成年人
性侵法治课,多数学校实现重点区域监控全覆盖。金陵学校目
前在落实建议方面做得比较扎实,为民办学校作出了样板。今
天我们直面问题,查找不足,不讲推脱,一起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会上，王路路还结合本地的性侵未成年犯罪案例，
以预防未成年性侵害常存在的误区为切入点，从实际方面向参
会学生、老师进行讲解，号召学生们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及时通过
法律手段寻求帮助。座谈会后,该院和县教育局就进一步加强
校园预防性侵制度的监督检查达成共识,并和各学校签署了防
范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倡议书。下一步,该院将加
大走访学校力度、开展慰问留守儿童活动,并计划联合县公安
局对全县各学校教职工开展无违法犯罪记录大排查,努力把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做到起诉之前、延伸到裁判之后。 （赵新新）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审查调查安全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考验，为应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
求，中牟县大孟镇纪委将办案安全视
为审查调查的生命线，采取多项有效
措施，力争将审查调查安全工作做到

“细致，精致，极致”，确保审查调查安
全无事故。大孟镇纪委通过召开安全
文明依纪依法执纪审查调查工作调度

会，从四方面强化安全文明办案意识：
一是认识到位，提高安全意识；二是任
务到人，压实安全责任；三是措施得
力，细化安全工作；四是预防为主，强
化安全检查。引导每一名纪检监察干
部把“没有安全就没有审查调查”作为
底线意识，确保把依规依纪依法安全
文明的要求落实到执纪审查调查的全
过程。 （李梦丹）

中牟大孟镇纪委做好审查调查安全工作

项城水寨办事处强化“四化三查”加强督查检查

项城市水寨办事处纪工委一心为党
委政府保驾护航，分忧解难，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今年来，全办认真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八
项规定”等，并专门成立了党工委副书
记、主任魏鸿飞为负责人的领导组，进
一步强化“四化三查”，从工作、纪律、生
活、作风、学习等全方面无缝隙监督检
查，同时重点检查民生资金、集体资产

使用管理情况。年初以来，联合财政所
对 21个社区的“三资”使用管理情况进
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详细调查、审核，规
范了使用程序，纠正了错误不当行为。
即日起，该纪工委计划用一个季度的时
间，对全办低保享受情况进行专项治
理，彻底消除“人情保”“关系保”、“吃、
拿、卡、要”等乱象，实现应保尽保，违规
杜绝，铲除问题幼芽。 （张艳群）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镇以问题
为导向，全面推动“三会一课”制度长效化制
度化。一是注重程序规范。编印下发《党支
部工作手册》《党员考核管理手册》《党员纪实
手册》，做实痕迹管理，做到会前有计划可循，
会中有记录可看，会后有档案可查。二是注
重载体创新。把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与开展

党员志愿服务、5+N主题党日活动、结对帮扶
等活动有机融合，利用新兴媒体，开阔党员视
野，提升学习实效。三是注重跟踪问效。将

“三会一课”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党员民主评议
的重要内容，对“三会一课”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指导。强化考评问责，督促党员干部提高
学习自觉性。 （郭文超）

开封杏花营镇推进“三会一课”常态化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进一步增强广大检察干警爱国情感，激发献
身党的事业革命热情，7月22日，民权县人民检
察院组织党员赴睢杞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深
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对革命前辈
的无限敬仰与思念，以实际行动投身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睢杞战役纪念
馆内，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薛德峰带领党组
成员和全体党员干警，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向睢杞战役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面对党旗
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永不叛党。”随后在睢

杞战役事迹陈列馆，通过听取讲解，观看视频、
图片、实物资料等，切身感受革命先烈英勇不
屈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情怀。此次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检察干警在检察战线上干事创业的热
情，全体检察干警深受教育，大家纷纷表示，作
为一名新时代检察官，一定要把革命先烈对党
忠诚、为人民献身的优良传统落实到检察工作
中，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始终保
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在本职工作
岗位上奋力拼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检察
事业作出自己应有贡献。 （贾政辉 周进民）

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