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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陶镇
购买电子鞭炮
的农户已占三
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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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
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自2020年 2
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着力构建统一领导、权威高效、
全面覆盖的军队监察体制。《条例》的发
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关于军队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决
策部署，严实规范军队监察工作，进一步
加强军队人员行使权力情况的监察，深
入推进军队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共10章 62条，涵盖监察委
员会设置、监察范围和管辖、监督、调

查、处置、监察工作协作配合、对监察委
员会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各个方面。
《条例》强调，军队监察工作必须坚持战
斗力标准，服务备战打仗；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权责统一、
失责必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
效机制。《条例》规定，军队各级监察委
员会是行使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察委员
会在本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监察委员
会领导下开展监察工作。《条例》明确，
监察委员会应当健全内控机制，严格对
监察人员的教育管理，强化自我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竹板响连环，兄弟姐妹笑开
颜。苹果摘得大，苹果摘得圆。日子
过得美，日子过得甜……”1月 16日，
范县华豫庄园的成排果树旁，脱贫户
刘贵新把打包好的电商礼箱码成“小
山”后，捶捶肩、揉揉腿，掏出一副快
板开了嗓。华豫庄园是该县颜村铺
乡卓高王村的带贫企业，刘贵新在这
里稳定就业后，笼罩着他的因家人身
患重疾的“愁云”才散开了。

乡里乡亲都知道，刘贵新快板打
得好，但开心了才会即兴创作。“没想
到 电 商 走 得 这 么 好 ，一 天 能 发 货
2000 多斤。”刘贵新说，由于有计件
工资，临近春节的这些天，他已经多
赚了不少，“俺觉得又稀罕，又感激，
因为这是一份份充满爱心的网上订
单。”

像刘贵新一样受益的贫困户、
脱贫户，在濮阳已有上万名。去年
12 月，名为“职工爱心邮，扶贫千万
家”的活动在该市拉开帷幕；有 200
余种当地特色扶贫产品唱“主角”，
有全市 50 余万名工会会员带头采
购，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广泛参与
其中，一场如火如荼的“网上年货
大集”展示出消费扶贫的新动力，

目前已亮出 900 余万元销售额
的“扶贫成绩单”。

自单位采购福利时初接触，到
后来自己主动下单，清丰县人社局
人才中心主任郝晓慧已经把当地不
少产品加入回购清单。“跟在淘宝上
买东西一样简单。”郝晓慧掏出手机
展示购买过程：通过濮阳市总工会
的微信公众号，或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打造的成熟网站、APP，都能找到

“濮阳消费扶贫馆”，并浏览农特产
品的实拍详情，“我们买一份，贫困
户就多一份生产生活的力量。何况
为了吃得新鲜卫生，平时我们也喜
欢去农家采摘；现在有了网购，省时
也省力。”

对于提供货源的乡村、带贫企业
来说，这场特殊的“年货大集”还有更
深远的意义。“由于专业电商人才少、
平台物流不成熟等原因，以往农产品
上行，都是农户或企业自发做，影响
力、畅通率远远不够。”范县杨集乡党
委书记杜曙光说，活动开展后仅一个
月，该乡大米的网上销售量就猛增到
2.6万多斤，“这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
学习案例。”

带贫 700 余户的濮阳庆丰农业
科普示范园也有新收获。该园区电
商部负责人贾淇锋说，“有市工会、扶
贫办等部门负责组织，有市邮政公司
做专业的网店装修、售后、物流，我们
只需备货，在很短时间内就打开了知
名度。”贾淇锋对未来电商的带贫效
应充满信心。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1 月 16日傍晚，武陟县西陶镇
政府门前，两串电子鞭炮彩灯闪烁，
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用电子鞭炮替代传统鞭炮，既
热闹，又节能环保。”西陶镇党委书
记冯会民号召围观群众使用电子鞭
炮，过个环保年。

春节临近，冯会民一直寻思着
咋能改变全镇老百姓过年放炮的习
俗。

党委政府带头干。西陶镇把原
本要挂在镇政府门前的两只红灯
笼，换成了两串节能环保的电子鞭
炮，每天上班前、下班后让电子鞭炮
响起来。

不仅如此，该镇政府还向 22个
村、职能部门、学校和企业发放样品
电子鞭炮，号召辖区各企业在年终
福利中为职工发放电子鞭炮。

1月 11日，该镇政府召集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职能部
门负责人，开了一场禁售禁燃烟花
爆竹动员会，确定了禁售禁燃范
围，实行镇村干部包村检查、环保
督导组驻村督导、镇领导带队后督
察。

如何激发群众购买电子鞭炮的
积极性？

西陶镇镇长贾立新介绍，通过

传单、短信、微信、宣传车辆、电子
屏幕和农村大喇叭等形式营造氛
围，宣传政策。未发生一例燃放
烟花爆竹的村，奖励 2000 至 5000
元；对整村购买电子鞭炮，且未发
生一例燃放烟花爆竹的村，每挂
电子鞭炮补贴 10 元；对举报燃放
烟花爆竹、经核查属实的，每次奖
励举报人 100 元。有奖就有罚。
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停止燃放，
并进行处罚。

记者在该镇禁售禁燃烟花爆竹
日统计表上看到，目前，该镇烟花爆
竹点已全部取缔，购买电子鞭炮的农
户已占三分之二以上。

夜色渐浓，沿着镇政府门前的
世纪大道前行，两旁商户门前的电
子鞭炮也噼里啪啦响起，过年的氛
围更加浓厚。

“没有了爆竹燃放时的浓浓
烟尘，蓝天会更蓝，空气也会更
清新。”西陶镇居民李火金
说。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１月
19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在日前自
然资源部新公布的全国绿色矿山名录
中，我省共有 76家矿山企业入围。其
中，新获得全国绿色矿山称号的有 53
家。我省新增绿色矿山数量和绿色矿
山总量均居全国第一。

绿色矿山是指在矿产资源开发全
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
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
内，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
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
化、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如今，我
省许多曾经尘土飞扬的矿山成了青山
吐绿、风景如画的公园。

在绿色矿山建设中，我省独创性
的新做法，在业内具有开拓意义。

国内第一个发布实施绿色矿山省
级地方标准。我省在全国率先发布实
施了“铁矿、锰矿”“金矿”等 7个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省级地方标准。这些地
方标准基本覆盖了我省油气、地热、矿
泉水以外的各类矿山，绿色矿山建设
实现有规可依。

全国首创“绿色矿山建设专家服
务团”。我省从地勘、矿山设计等单位
精选 170余名矿山管理专家，深入矿
山企业提供无偿公益服务，全程指导
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专家们采取

“一对一”结对指导方式，问诊把脉，开
药治病，按照绿色矿山建设的标准，帮
助企业梳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改
措施，为企业建设绿色矿山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保障。③8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

又有53家矿山企业获得全国绿色矿山称号

我省绿色矿山总数居全国第一

濮阳扶贫“年货”网上俏 镇政府门前挂起电子鞭炮

欢欢喜喜迎鼠年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共圆小
康梦，欢乐过大年”。在1月 20日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0 年春节联
欢晚会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
围绕这一主题向媒体集中介绍了今
年春晚节目创作亮点及多项技术创
新应用看点，会上还发布了春晚全
媒体传播计划。

央视 2020 年春节联欢晚会将
以大气恢宏、新颖活泼、惊喜连连的
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科技创新应
用是今年春晚的一大突出亮点，将
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

春晚舞台首次打造三层立体舞
美，同时运用飞屏技术营造出 360
度环绕式景观，通过精良的视频制
作，让观众在屏幕前就能有“裸眼
3D”的感受，展现新时代春晚的魅
力、活力和创新力。

目前，5G网络已全面覆盖春晚

北京主会场和粤港澳大湾区、郑州分
会场。央视2020春晚还将采用总台
首创的4K伴随高清制作模式，并应
用轨道机器人、无人机、在线虚拟系
统等40多套4K特种拍摄设备进行节
目制作，实现全要素4K超高清电视
智能直播。通过总台首创的虚拟网
络互动制作模式（VNIS），央视频将
实现首次春晚VR直播。总台还将首
次制作8K超高清电视版2020春晚，
并首次发行《2020·春晚》直播电影。

央视2020春晚将延续全媒体传
播，同时也积极开拓传播新思维。央
视频、央视新闻新媒体、央视网、央广
网、国际在线等将向全球同步直播。

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巴西
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家
媒体、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院
线也将对央视 2020 春晚及直播电
影进行播放。③5

春晚郑州分会场主持人定了
地方分会场首次实现三级电视台主持人联合主持

图① 1月 18日，郑州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内
人潮涌动，游客和演员在复原的老郑州建筑前走过。
春节期间，这里将迎来每天100余场的演出，使游客感
受浓浓的年味。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1月 19日晚，商丘火神台庙会灯展开幕，数
万组灯笼照亮璀璨夜空。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③ 1月 19日，濮阳市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
职工食堂师傅在准备花馍等传统习俗食材，为即将到
来的新春佳节增添浓浓的年味。⑨6 仝江 摄

1月 20日，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到对口帮扶汝阳县内埠镇西金庄村开展
“送温暖、送春联、送文化”演出活动。该行邀请书法家给该村群众义写春联，还
演出文艺节目，发放过春节物品，深受群众称赞。⑨6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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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0 日电 近期，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国家卫健委
高级别专家组于 20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已确认存
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截至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
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
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
2 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例，山东省 1
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
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表示，
目前疫情在武汉出现局部暴发的情
况，从感染人群的地理分布看，与武汉
海鲜市场关系很密切。

钟南山表示，目前非常肯定地证实
出现了人传人现象。“在广东有 2例肯
定是人传人，因为他们没去过武汉。但
是他的家人得病以后回来传染给了
他。”同时，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
表示，目前疫情不断出现新情况，这是
传染病流行早期的共同特点。现在采
取措施，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钟南山表示，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
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还有治疗、隔
离，这是最有效的、最原始的办法。他
预估，春节期间得病人数还会有增加。

钟南山表示，有信心能控制新型
冠状病毒，不会重复 17年前的非典。

“这次花了 2周就定位了新型冠状病
毒，再加上我们有很好的监控和隔离
的制度，我不相信它会像 17年前非典
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的损害。”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针对湖
北武汉等多地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日前回应说，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种
新型冠状病毒并非 SARS、MERS 病
毒。目前初步调查显示，该病毒人际间
传播能力和致病性均较 SARS弱，因
此，不必为此感到恐慌。那么，我们个
人应如何预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根据中疾控和世界卫生组织各方
专家的观点，公众预防应注意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勤洗手。包括在制备食品之
前、期间和之后；咳嗽或打喷嚏后；照
护病人时；饭前便后；手脏时；在处理
动物或动物排泄物后，立刻用肥皂、含
有酒精的洗手液和清水洗手。

二是主动防护。在自己咳嗽或打
喷嚏时，应用纸巾或袖口或屈肘将口
鼻完全遮住，并将用过的纸巾立刻扔
进封闭式垃圾箱内，并洗手。易感人
群应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可佩戴口罩减少接触病原风险。
避免在未加防护情况下与病人密切接
触，避免触摸其眼、口、鼻。同时注意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开窗通风，环境
清洁。

三是避免密切接触。尽量避免在
未加防护情况下与养殖或野生动物近
距离接触；避免与生病的动物和变质
的肉接触；避免与生鲜市场里的流浪
动物、垃圾废水接触。

四是良好安全饮食习惯。将肉和
蛋类彻底煮熟食用，处理生食和熟食
之间要洗手，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该怎么预防？

春晚新亮点:“裸眼3D”极致体验

喜看新春新气象

本报讯 1 月 20日下午，春晚总
导演杨东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主
持人方面，今年春晚大力起用新人：
北京主会场选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持人任鲁豫、尼格买提，搭档青年
演员佟丽娅，与青年主持人尹颂、张
舒越共同主持。在郑州分会场，选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泽群、马
跃，搭档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主
持人庞晓戈和郑州电视台主持人米
娜共同主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分会
场，选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
目中心主持人陈星，搭档中国香港影
视演员胡杏儿、中国澳门节目主持人
刘中志，以及珠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许鲁南共同主持。

以往每个春晚分会场的主持人
均为两人，“1名央视主持人+1名当
地主持人”，而 2020年央视春晚分会
场主持人首次增至 4人，郑州分会场
更是首次实现“中央、省、市”三级电
视台主持人联合主持。

作为“河南老乡”的央视主持人张
泽群自 2006 年起多次主持央视春
晚。此次张泽群将如何向全球观众展
示自己深爱的古都郑州，令人期待。

1978年出生于辽宁的央视主持
人马跃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04
年 正 式 进 入 中 央 电 视 台 ，并 担 任
CCTV-15民族器乐欣赏类节目《风
华 国 乐》的 主 持 人 。 马 跃 曾 担 任
2018年央视春晚贵州黔东南分会场
主持人。

庞晓戈 1996年从郑州大学毕业
后就职于河南电视台，两年后接手主
持《梨园春》，先后获得过中国播音主
持“金话筒奖”“金鹰奖优秀主持人
奖”。

郑州电视台主持人米娜是中国
传媒大学艺术硕士，曾获得中国播音
主持“金话筒”提名奖。米娜已主持7
年郑州春晚，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黄河岸
边的聚会将如何惊艳世界的目光
吧！③5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