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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月 7日，省教育厅公布了我省首
批省级示范性老年大学（学院、学校）名单，17所老年大学（学
院、学校）上榜。

去年，我省启动省级示范性老年大学（学院、学校）认定工
作。经申报、评审、公示等程序，省教育厅认定河南广播电视
大学为河南省示范性省级老年大学，郑州社区大学等 3所社
区大学为河南省示范性市级老年大学，荥阳市社区学院等 4
所社区学院为河南省示范性县（区）级老年学院，郑州市二七
区大学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学校等9所社区学校为河南省示
范性乡镇(街道)老年学校。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工作，一批老年大学（学
院、学校）满足了城乡居民“活到老，学到老”的愿望。按照计
划，自 2019年起，5年内我省将认定省级示范性市级老年大
学20所、省级示范性县（区）级老年学院30所、省级示范性乡
镇(街道)老年学校 50所，力争到 2023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
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新格局。

当天，2019年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名单同时发
布，巩义市等10个县（市、区）被批准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郑
州市上街区等6个县（市、区）被批准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我
省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分别达到30个、27个。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梦珂）1 月 7日，记者获
悉，为切实解决外出务工人员春节出
行难的问题，商丘市邮政分公司联合
多家单位举办 2020年“情系春运 免
费车票邮政送”公益活动。

此次公益活动将赠送车票近万
张，包括汽车票和火车票。群众可
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商邮惠”，参
与活动抽奖，中奖人员可获得 1 月
30 日（农历正月初六）至 2 月 2 日
（农历正月初九），任意一天商丘至
东莞、商丘至上海、商丘至杭州的免

费火车票一张，共 3000 张；从商丘
汽 车 站 发 往 各 县（市）的 汽 车 票
4000张。

同时，活动赠送“商丘好人”及
困难家庭上海至商丘、杭州至商丘、
东莞至商丘的车票1000张。与以往
不同的是，
今 年 还 赠
送 商 丘 高
校 贫 困 大
学 生 返 乡
车 票 1500
张。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7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维护春运
良好秩序、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春运期间，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将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确
保群众安全便利出行。

客运执法方面，将重点查处已取
消的 800 公里以上线路客车违规营
运行为，一经发现，一律依法按照无
证经营顶格处罚；加大对汽车站、火
车站、高铁站、机场等重点区域的执
法检查力度，会同公安交警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重点打击“黑客车”“黑出
租”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超限超载治理方面，重点查处
“百吨王”及超限超载 30%以上的严

重违法车辆，确保公路桥梁安全，尤
其将加强跨铁路桥、跨南水北调桥的
治超监管，加密流动治超频次，坚决
制止超过桥梁限载标准的货车通行；
加强高速公路入口货车称重检测劝
返工作，会同相关单位做好违法车辆
劝返和查处工作，及时疏导交通，确
保春运期间高速公路收费站不出现
严重堵塞现象。

路政执法方面，将加强对城乡接
合部和过村镇路段的执法检查，重点
加大对马路市场、乱堆乱放、桥下存
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抢险保通，维
护道路运输秩序。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这里是红色的，党建引领，革命传承；
这里是蓝色的，创新驱动，工业发达……”
每天早上 7点半，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文昌街道所辖 36个村的大喇叭同时响
起，一曲优美的音乐把整个街道“唤醒”。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
多，农村大喇叭逐渐成为人们记忆里的声

音，很多村庄的大喇叭一年到头也响不了
几次。

如今，文昌街道用新技术、新手段把原
有的大喇叭重新连起来、用起来，乡村大喇
叭已成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固阵地、
传播致富政策的知识平台、倡导文明风尚
的道德讲堂。

“早上听党政新闻，中午听信息科技，
晚上听村情村事，到点准时响。俺们吃着
饭、干着活就能听到！”姚郭村村民焦长妞
是一名忠实的“喇叭粉”，从不间断收听。

“农村大喇叭覆盖广、无盲点，整个街
道 36个村一个声音，形成浓厚舆论氛围，

实现党对农村宣传阵地的牢牢掌握。”文
昌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文成说，广播系统可
以根据播报内容的性质实行全范围播放，
也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村进行点对点播
放。

去年在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征迁工作
中，文昌街道短时间内要交地约 106 公
顷。该街道针对涉及征迁的3个村，制作节
目，讲清政策，利用4个时间段不间断播出，
村民明白了征迁意义，半个月征迁任务全
部完成。

“以前开群众大会，喊半天都没人来。
现在开会，只要喇叭一响，党员总是提前半

小时到！”朱庄村村委委员朱小军说，自从
恢复了大喇叭，用大喇叭下通知、发倡议，
公开通报，并让群众点评，群众的积极性有
了很大提高。

目前，文昌街道 36个村已让村“两委”
干部、驻村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道德好
人等轮番上广播，身边人讲身边事，群众听
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都说要占领思想阵
地，在农村你不联系实际讲，不讲百姓话，
谁听？”朱小军说。

如今，大喇叭响了，思想阵地稳了，村
风民风变了，乡村振兴工作找到了抓手、干
出了劲头。③6

我省首批省级示范性老年大学（学
院、学校）名单出炉

17家机构上榜

发倡议 下通知 说村情 讲村事

“大喇叭”唱响惠民“好声音”

□张丽君

作为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必需品，
“食用油”在中国家庭的地位举足轻
重。在更加重视生活品质的今天，怎样
吃“油”更健康，备受消费者关注。想选
一款香味浓、营养高、油烟少的食用
油 ？ 不 妨 试 试 咱 信 赖 的 老 牌“ 新
作”——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据天
猫、京东“双11”销售数据显示，鲁花推
出的以“芥酸低、香味浓”为卖点的菜籽
油在“双11”当天，分别夺得天猫、京东
同品类销售冠军，受到网民热捧。

菜籽油大家比较熟悉，“低芥酸”却有
些陌生。殊不知，“芥酸”里面的学问大着
呢！传统油菜籽中，芥酸和硫代葡萄糖

苷硫甙含量较高，其中芥酸含量为
20%—60%，俗称“高芥酸油菜籽”。高
含量的芥酸可以诱发心肌脂肪堆积、充
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1-2]。为保障公
众健康，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积
极倡导双低油菜籽的科研、种植与推广。

由低芥酸油菜籽压榨出的油，就是
我们常说的“低芥酸菜籽油”。正是这种
低芥酸菜籽油，在国际上被称为“健康的
食用植物油”[3-4]。美国FDA认定其
为安全食用油，并在2006年发出倡导，
每天吃19g低芥酸菜籽油，显著降低心
血管疾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议每天摄
入1—3勺双低菜籽油，可增加a-亚麻酸
的摄入量，以保持身体健康[5]。

那怎样的菜籽油才称得上“低芥

酸”呢？目前菜籽油国家标准要求，芥
酸含量低于 3%的菜籽油可称为低芥
酸菜籽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
农组织对低芥酸菜籽油的要求是芥酸
含量为 2%以下。美国 FDA对低芥酸
菜籽油的要求也是芥酸含量不得高于
2%。而“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也明
确标注“芥酸含量低于2%”。

业内人士认为，双低菜籽油对人体
健康好处多多，但由于低芥酸菜籽油在
我国规模化生产只是近十几年来才有
的情况，所以尽管科研人士在竭力宣
传，知道其好处的老百姓却并不多。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等发表的题为《双低菜籽油营养功能研
究进展》的内容显示，双低油菜籽具有

降低人体总胆固醇及有害胆固醇，但不
降低对人体有益的胆固醇，提高胰岛素
敏感性和耐糖性，预防缺血性中风，促
进婴幼儿大脑发育，防治神经系统紊
乱，降低纤维蛋白原益于老年人健康，
有助于减肥保护肌肉等营养功能，是营
养健康的优质食用植物油[5]。

然而，也有部分消费者认为，低芥
酸菜籽油虽好，但芥香味不足，不如高
芥酸菜籽油香。因此为了追求口感，
还是会选购传统的高芥酸菜籽油。如
何让低芥酸菜籽油在保证“营养健康”
的同时，兼顾“浓香美味”呢？这在一
段时间内成为困扰行业的难题。

以“追求品质而不断进行科技创
新”著称的鲁花集团，经过 3年多的科

技攻关，采用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的“5S压榨工艺”中独特的生香、
留香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给营养健
康的低芥酸菜籽油赋予了香气浓郁的
美味，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色、香、
味”饮食文化的追求。

秉承“绝不让消费者食用一滴不
利于健康的油”这一品质承诺，鲁花低
芥酸浓香菜籽油的问世，为消费者的
餐桌又增添了“美味”“健康”新体验。

喜欢食用菜籽油的你家，“get”到了吗？
参考文献 [1]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ood for human
consumption:Direct food sub-
stances affirmed as generally rec-
ognized as safe [M].2010:21-23.

[2] Knutsen HK ,et al. Erucic
acid in feed and food [J].Efsa
Journal,2016,14(11):4593.

[3]Yang M ,et al. Minor com-
ponents and oxidative stability
of cold-pressed oil from rape-
seed cultivates in China [J] .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
Analysis , 2013,29 (1):1-9.

[4]李殿荣，陈文杰，于修竹，等. 双
低菜籽油的保健作用与高含油量优质
油菜育种及高效益思考[J].中国油料作
物学报，2016,8 (6)：850-854.

[5]杨瑞楠，张良晓，毛劲，等. 双低
菜籽油营养功能研究进展[J].中国食物
与营养杂志，2018,24 (11):58-61.

产品升级，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你家“get”到了吗？

我省将严查“黑客车”“黑出租”

安全有序出行 欢欢乐乐过年

商丘近万张车票免费送

回家必备
春运出行攻略来啦！

安心贴心

1月6日，旅客在郑州东站候车。铁路部门从购票、检票等各个环节升级服务，备战即将到来的春运。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孙欣）承诺办实事，关键在落实。2019年，
省检察院向社会公布了爱民实践服务承诺“八件实事”。实事
办得咋样？1月7日，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亮出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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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涉黑恶犯罪案
件专业化一体化办理机制的意见》，印发《关于对恶势力案件
加强指导的通知》，强化审查把关，严防冤假错案。2019年，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黑社会性质组织 40 个 900 人，起诉
1590人；批捕恶势力犯罪2269人，起诉3656人。

做好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全省检察机关建立完善
群众来信办理、群众来信集中审查分流、群众来信办理工作联
络员及周报告月通报季点评“四项制度”，共收到具备回复条
件的群众来信15827件，全部做到7日内回复。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打击非法占地、维护农民权益、
保障粮食安全专项检察工作，共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337人，开展违法闲置用地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立案 37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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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排查刑事立案后长期不处理的“挂案”126件，
已监督纠正106件；探索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机制，
构建“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受理水利部门移交的
问题线索266件，已督促有关行政机关整改销号264件。

此外，在加强对因案致困受害人家庭的救助工作、深化
“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监督活动、加强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等方面的爱民实践服务承诺，全省检察机关也做到
了“件件办好、件件见效”。③8

“八件实事”办得咋样

省检察院亮出成绩单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李茜茜

1月 7日，济源室外最
高气温仅有3摄氏度，然而
几张在朋友圈中迅速传播
的照片，却温暖着众人的
心：大雪覆盖了山区道路，
十几名教师手牵手，艰难地
走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

大峪镇距离济源城区
20多公里，1月 4日晚，一
场大雪突然降临，一夜之
间积雪覆盖了通往大峪镇
第二中学的道路。然而，
几天后就是期末考试的日
子，这样的紧要关头，怎能
耽误学生们的课程？

“山上雪比较厚，汽车
装上防滑链也不好走，咱们
一起徒步上山吧！”5日一
大早，大峪镇第二中学校长
张东亮便在微信群里发出
了号召。已在山区教学22
年的他，深知这样的天气对
于老师们意味着什么。“我
们最担心的就是下雪天，道
路被冰雪覆盖，公交车走不
成，不仅老师们返校难，学
生们回学校也难。”

5日下午1点，张东亮
早早赶到了集合点。让他
意外的是，这里已经有数十
位老师在等候着出发了。

23 岁的特岗教师翟
露雨也在徒步队伍中。去
年 9 月份，她来到大峪镇
第二中学任教。“从来没在

雪地里徒步这么远，就当磨炼自己的意
志吧！”翟露雨高兴地说。

回学校的途中，道路上最深处积雪
有20多厘米，两旁的树上挂满了晶莹剔
透的冰凌。尽管早有准备，但不少老师
仍被冻得直哆嗦，体力消耗也很大，看着
被大雪覆盖的道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
地小心前行。

“与其说大家是走上去的，还不如说
是爬上去的。”张东亮与几位老师当起了

“领头羊”。他告诉记者，山路陡峭崎岖，
雪厚难走，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家走得
很慢，你扶着我，我牵着你，小心翼翼地
向山上的学校艰难爬行。

“想想还有学生在等着我们，也想让
他们能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考试，就
顾不上寒冷了，走了十多公里，谁都没有
叫苦喊累。”翟露雨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 5点左右，经过近 4个小
时的步行，老师们终于到了学校。尽管
雪打湿了衣服，也灌进了鞋子，双脚几
乎失去知觉，但看到学生们求知若渴的
眼神，他们稍作休息，便投入到工作
中。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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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还有学生在等着我们，也想让

他们能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考

试，就顾不上寒冷了，走了十多公

里，谁都没有叫苦喊累。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7日，郑州市
交警支队发布春运交通出行攻略，2020年春
运从 1月 10日开始，至 2月 18日结束，共计
40天。春运期间，人流量、车流量大，出行密
集，郑州交警部门将采取多项措施，全力确保
春运期间良好交通秩序。

1月 10日至 23日，受置办年货等因素影
响，群众出行密度和频次增加，郑州市区各商
圈、超市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大，部分区域交
通压力大。随着春节临近，回老家过年的人
越来越多，火车站、高铁站、各个长途汽车站
的客流压力将会增大。

1月 23日（腊月二十九）16时至 22时、1
月 24日（除夕）8时至 12时，1月 30日（正月
初六）16时至 24时是郑州周边高速公路及
上下站口交通流量的最高时间段。

1月30日至2月18日，郑州市交通流量主
要以返程为主，1月30日（正月初六）、2月2日
（正月初九）、2月9日（正月十六），火车站、高铁
站、各个长途汽车站的客流将出现返城高峰。

2月 10日（周一）郑州市各中小学校将
正式开学，郑州市区交通流量恢复到日常，交
通压力将增大，警方提醒群众避开早上 7时
至8时30分的高峰期出行。

春运期间，郑州警方将持续加大对酒后驾
驶、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违法超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紧盯严查农村地区车辆的交通违法。

郑州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春运期
间气温低，雨雪雾天将会增多，出行之前要先
关注天气预报，了解道路路况信息，尽量避开
交通拥堵路段出行。③3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7日举行《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副部长张义全说，条例是各项工资保障制度的集成、定型
和法治化，为实现根治欠薪目标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司法部立法三局局长王振江在会上说，条例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按照条例规定，对
违反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逾期不
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
金；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根据条例，对以实物或有价证券等代替货币支付工资、未
编制并保存工资支付台账、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
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工资的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等违法行
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在对单位给予罚款的同时，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罚款。

“多年来，治理欠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拖欠农民工工
资多发高发的态势得到了明显遏制。”张义全说，但由于长期
以来形成的一些行业生产组织方式不规范，源头上建设资金
不足，治理欠薪制度措施刚性不够，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属地
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等原因，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屡治不绝。

王振江说，条例坚持“刀刃向
内”，明确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的责
任，促使政府投资行为更加规范。

条例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单位违规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除依法承担责任外，还要约谈建设
单位负责人，并作为其业绩考核、
薪酬分配、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等
方面的重要依据。

扫码看《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全文

我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法律
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逾期不付可追刑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