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黄津丽
冯云丽）4月 12日，南乐县张果屯镇后王落
村村民薛伟一大早就出了门，他的目的地
是周边村落的一些破屋烂墙，他要用自己
的彩绘功夫为旧景换上“新衣”。

“当时因为疫情没办法去工厂上班，我
就琢磨着为村里作点贡献。”薛伟的这个想
法，与南乐县全力推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不谋而合。正月初八之后的大半个
月内，在横贯后王落村及周边两个村落的
主干道上，薛伟义务为隔离带中已经完工的
墙体造型绘制“新衣”，让路宅分家“再上层
楼”。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南乐在
全县322个行政村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针对“拆违建、清垃圾、铺胡同、绿墙根”等重
点难点，打出“全民动员、全员动手、全域清
洁、全境绿化”组合拳。今年 3月，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106个“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南乐榜上有名。

南乐县西邵乡侯古宁甫村的“健康服
务”微信群，从过年热闹到现在。疫情防控
伊始，宅家的村民们将打扫锅台、清洁地面、
开窗消毒当成每日“签到”的内容，积极发图
发视频参与“最美卫生家庭评选”；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对“杂物”“垃圾”的清理，也从
屋内扩展到房前，延伸至村内大街小巷。

“在党员干部的带头行动下，村东到村
西 2000米的主干道上拆除了 33处违建。”

侯古宁甫村党支部书记司军超细数变化：主
干道拓宽10米后，墙面统一粉刷立刻跟上，
路边小花坛、每家每户门口的小花坛也砌好
形状，或栽种黄花菜，或栽种大葱蒜苗，“干
道两旁拿碎瓦铺面的‘长方形’是特意预留
的公共车位，全村共新建 35个。瓦缝里已
经撒下草籽，等长出绿来就更好看了。”

在该乡杨古宁甫村，沟渠坑塘的治理更
让村民津津乐道。城乡环卫一体化在全县
覆盖，杨古宁甫村的“垃圾坑”也被清理一
空。现在，全村自筹资金，铆足干劲要将曾
经的“卫生死角”打造成朴素大方的游园。
村民家废弃的磨盘变成小圆桌，碎砖瓦点缀
草地边界线，凉亭正在破土而出……

“俺家的垃圾废物都没了，舒心！”70岁
的村民崔月贞的由衷感慨，不仅因为村内游
园，更因为家中“卫生死角”的变化，“去年村
里厕改了 160多户。原来觉得厕所能用就
行，现在觉得还是干净卫生才更健康。”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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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4月 15日，2020年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暨《2019 年河南省肿瘤登
记年报》新闻发布会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举行。

根据年报统计，2019年，我省肿瘤登记地
区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68.31/10万，死亡率为
162.02/10万。“总体上看，我省恶性肿瘤发病
率和死亡率跟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一致，略低于
全国水平。”专家表示。

作为一类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慢性病，癌
症真的是“不治之症”吗？今年肿瘤防治宣传
周的主题是“癌症防治共同行动”，倡导政府、
社会、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引导每个人当好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据省肿瘤医院副院
长罗素霞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
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

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运
用现有的医疗措施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改善
生活质量。

“由此可见，癌症是可以预防的。”罗素霞
说，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健康自律的生活
方式是可以预防癌症的。比如，吸烟、肥胖、缺
少运动、不合理膳食习惯、酗酒、压力、心理紧
张等都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而戒烟限酒、
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可以有效降低
癌症的发生。

除此之外，规范的防癌体检也能够早期
发现癌症。专家特别提醒，“癌症防控不只是
中老年人的事情，要尽早关注癌症预防，从小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接触烟草、酒精等
致癌因素，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③4

2020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专家表示：

癌症是“生活方式病”三分之一可预防

本报讯（记者 王平）4 月 15 日，
记者从 2020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暨《2019年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新
闻发布会获悉，今年，河南省癌症基
金会将启动“大病癌症患者援助项
目”。

该项目由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
省肿瘤医院、河南省癌症基金会、水滴
筹&水滴公益联合发起。项目通过水
滴筹平台募集 110万元，设立专项账

户，用于资助我省区域内患有恶性肿
瘤的贫困患者。目前，救助对象主要
涉及三类患者，一是经国家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
每人资助 1万元；二是儿童白血病患
者，每人一次性获得补助2万元；三是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每人一次性获
得补助 3万元。符合条件的患者，可
通过河南省肿瘤医院官方网站下载相
关表格申请。③4

大病癌症患者最高可获补助3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交通运输秩序、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特别
是随着餐饮服务等场所陆续恢复营业，群众休闲消费活
动增加，酒驾醉驾违法行为有所抬头。4月 15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近一个月内，全省交警共查
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8187起，其中近四成是在周五周六
被查处。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部门要城乡统筹、
警队联勤，做到城市、县乡、高速整治同开展、全时段、全
覆盖、无盲区。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检查等方式，开展跨
辖区整治行动，减少执法干扰。各支（大）队每天组织执
法机动队或小分队，将警力向郊区、乡镇延伸，机动灵活
开展整治。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交警部门要根据辖区交通违法
规律特点，精准部署警力，重点加强餐饮密集场所、城乡
接合部周边道路及居民区周边等事故易发点段的勤务部
署，坚决将酒驾醉驾查处在苗头、查处在路下、查处在事
故前。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对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一律依法办案，不得降格处罚，特别是对情节
严重、社会危害大、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醉驾行为，一律
从重惩处。③6

本报讯（记者 孙欣）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拼装非机
动车，针对违法行为建立信用记分机制，驾驶非机动车最
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4月 15日，记者从郑州市司
法局获悉，郑州市公安局、司法局等单位联合起草了《郑
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由于驾驶简单、成本低、停车不受限制，电动自行车
已成为市民出行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交通工具。征求意见
稿明确，市、区政府应当加强对非机动车管理工作的领
导；落实非机动车道路通行、停放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方便市民出行；充分运用大数据，对非机动车管理工作实
行智慧监管。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公
安、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应当
实行分类动态管理，建立信用记分机制。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15日，记者从郑州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获悉，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和
复工复学有序推进，郑州地铁客流持续回升。自4月 16
日起，郑州地铁全线网已开通车站将恢复发售单程票，5
号线将进一步缩短工作日高峰期间行车间隔。

据悉，郑州地铁已经做好全线网自动售票机的全面
消毒、清洗，在运营期间每2小时对公共区域自助设备乘
客接触面进行擦拭消毒。同时，已经回收自动售票机内
原有单程票进行清洗消毒，后期还将持续置换旧票、补充
新票。乘客可以在各车站自动售票机上购买单程票。

自 4月 16日起，5号线工作日高峰期间行车间隔压
缩至约 5分 30秒，周末及节假日行车间隔仍为 8分钟。
郑州地铁将密切关注客流动态，科学调整运力，满足乘客
乘车需求。

针对车站位置及客流特点，郑州地铁“量身定制”各
站客流控制措施，重点车站设置限流警戒线，客流量激增
时适时采取分流、限流措施，保证客流有序、秩序可控。
部分车站地面上每隔 1米贴上了小脚丫标志线，倡导大
家在排队时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郑州地铁在车站出入口、安检口等区域张贴“全市
居民小区健康登记管理系统”二维码，方便大家进站乘
车时扫码申报，凭借“绿码”进站乘车。进站时“郑州市
实名制乘车码”“河南健康码”“全国防疫信息码”提供
任意一种即可。③3

酒驾醉驾抬头 警方严查

郑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电动车最高时速不超过15公里
你怎么看

今起郑州地铁恢复发售单程票

5号线行车间隔再压缩

征求意见稿已在郑州市政府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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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校园复学之路
封丘县尹岗镇纪委充分发挥“探

头”作用，通过明察暗访、电话询问等方
式，从严从实督查疫情防控和复学准备
工作。同时，对各学校提出要求：一是
方案要周密，学校与学校之间，不同年
龄段学生之间情况有所不同，各学校要

结合本校实际制订详细方案。二是准
备要充分，一方面人员要准备充分，定
人定岗定责，另一方面必要的防控物资
要准备充分，按照要求落实到位。三是
管控要到位，学生从上学进校门到放学
出校门，上下课、课间如厕，食堂就餐等

各个环节和流程都要管控到位。四是
演练要到位，通过模拟演练把各个环
节，各个场景的防控和应急处置做到
位，形成习惯。五是责任要落实，按照
方案要求定岗定责，各部门要协同联
动，护航校园复学之路。 （夏建峰）

以监督促责任落实 助力疫情防控
汝南县板店乡纪委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强化责任担当，突出监督重点，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围绕各单位动员部署是否到位、值班
人员是否到岗、防控措施是否落实等开展监督检查，现场督导
本单位本行业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在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同时，纪检监察室加大执纪监督力度，严肃查处公职人员
不守纪律、责任不到位、推诿扯皮等问题。 （李保民）

运用“四字”方针 抓实信访工作
近年来，开封鼓楼区运用“四字”方针，创新信访工作机制，

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用“情”。强化信访干部对群众的深厚感
情，在接访中着重为民办事,把群众当家人。二是构“网”。完善
以区信访局为龙头、基层办事处群众工作站为纽带、社区群众
工作室和社区网格为前哨的四级群众工作网络。三是明“责”。
区委、区政府领导带头坚持“一岗双责”，对上级交办的信访积
案，全部实行副县级以上领导“五包”责任制。四是建“制”。进
一步完善评议化解、联席会议、信访评估、分析研判等系列制度，
为全区信访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高成霞）

灵宝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高三复学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灵宝市纪委监委组织第三

执纪监督室、派驻教体局纪检监察组
工作人员对该市高三学生复学疫情
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查
组先后到学校体温检测通道、学生教
室、宿舍、餐厅、临时隔离室和防疫物
资储备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生及教

师的体温测量、住宿就餐和物资准备
等防疫举措。每到一处，积极与学校
负责人、疫情防控人员进行交流。校
园防控责任大、压力大，各学校要在
思想上高度重视开学后的疫情防控
工作，决不能有丝毫麻痹和任何闪
失。在精准摸排师生健康状况的基

础上，完善消毒、通风、信息统计措
施，从细从实做好工作。紧盯薄弱环
节、关键领域，强化部门联动，不断完
善防控措施，进一步提升防控实效。
加强防疫知识宣传教育，增强防疫意
识，引导师生共克时艰。

（许锐刚 杨新锐）

打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组合拳
“咱们学校的防疫物资准

备情况怎么样？都做了哪些筹
备工作？”近日，滑县纪委监委
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以“全
员迎战、全县覆盖、全程督导”
工作思路，靠前监督，深入各中
小学开展监督检查，确保各项
措施落到实处。完善制度、细
化任务。纪检组多渠道收集该
县教体系统的各类疫情防控舆
情信息，督促全县各级各学校
（幼儿园）提前部署，分期分步

做好开学筹备工作。紧盯重
点、靠前监督。纪检组紧扣开
学前疫情防控准备、校园应急
处置专项演练等重点工作，综
合运用“明察暗访”“随机抽查”
等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全面排
查、有效跟踪。联合县教育局
对各乡镇、局属学校开展中小
学生线上教学问题专项整治活
动，在全县范围排查，并设立举
报电话，畅通群众反映途径。

（史娜娜）

净化党员干部队伍 助力法治乡村建设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街道

纪检监察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坚决
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
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员清理出村干部
队伍”的集中整治活动。一是及时调
取村“三委”干部及党员信息，逐一核

对甄别。并督促乡村干部主动向党组
织承诺：无刑事处罚事项、无“村霸”行
为、无涉黑涉恶涉邪教问题。二是公
布举报邮箱及电话，开展大范围问卷
调查，积极宣传法治乡村建设，发动党
员干部及群众，自觉抵制农村黑恶势

力和邪教组织。三是配合司法部门组
织乡村干部学法用法，教导乡村干部
用党规法纪规范言行。通过系列活
动，进一步强化乡村干部纪法意识，自
觉净化乡村法治环境，为美丽乡村、法
治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马璐）

深入走访调查 指导企业党建工作
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杏花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石本龙带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辖区企业进行走访调查，与公司
负责人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公司
党建情况、党员分布情况等，对
有意向成立党支部的企业对其
详细讲解党支部的建立流程。

石本龙向企业负责人表示，非公
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
斗堡垒，是加强党同非公企业中
广大职工联系的关键。要搞好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让企业党员
真正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让企
业真正感受到组织就是企业的
家。 （张月）

右图 宝丰县李庄乡山村桐树花绽放，在凤鸣湖和乡间民居的映衬下，如诗如画，美
丽动人（4月15日摄）。⑨3 何五昌 摄

村头墙根添新绿
只因人勤更胜春

陌上春来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
产生活正在恢复往日的活力。为了群众的
合法权益早日实现，全省法院执行干警摩拳
擦掌，纷纷按下复工“加速键”。

3天跑4个市执结6起案件

“咱们先去永城，再去柘城，第二天去睢
县，然后是扶沟，第三天到新密，最后一站是
武陟……”这是中牟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姚
培新和同事计划的“集约执行路线”。4月 6
日至 8日，三名执行干警深入到 4个市的 6

个县区 8个行政村，行程 1000多公里，将 6
个案件执结完毕。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日夜兼程。被执行
人的身份信息模糊不清，他们在不同单位之
间来回奔波调查，不厌其烦。

在武陟调查情况时，被执行人常年不在
家。细心的执行干警发现院子附近竟停放
着已被本院查封的车辆。就在执行干警在
屋内调查情况时，有人偷偷把车开走。执行
干警便向被执行人的配偶发放限期履行通
知书，并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拒执。

最终，法律的威严得到了维护。6起案
件全部执结，申请执行人很快就可以拿到他
们盼望的执行款。

打响“春雷行动”第一枪

4月 10日一大早，宛城区法院执行干警
便奔赴各执行现场。

此前 3天，宛城区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
集中腾房活动，打响了“春雷行动”第一枪。
仅仅 3天时间，已对 42套房产完成了强制
腾房交付，共计价值2000多万元。

说起即将开始的第二轮“春雷行动”，该
院执行局局长边晓明说：“受疫情影响，执行
工作遇到一些新的困难。我们将把执行工
作与综合治理、诉源治理和联动机制结合起
来，打造‘执行+’模式，为实现基本解决执
行难夯实基础。”

为农民工开辟执行绿色通道

“这么快钱就要回来了？太好了，我正
在为手术的钱发愁呢！”4月 8日，接到新密
市法院执行法官通知领款的电话，申请执行
人任某喜出望外。

任某与 5位工友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
施工结束后，6人被拖欠工资款共计 5万余
元。面对着承建方和用工方的推诿扯皮，他们
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判决
后，被告方迟迟不履行。恰逢疫情来袭，他们
没了收入来源，尤其是任某生病需要做手术，
为手术费一筹莫展的他决定向法院求助。

了解情况后，新密市法院立即启动“农民
工维权”绿色通道，在疫情防控措施严格到位
的情况下，对该案优先立案并优先执行。执
行法官想方设法联系被执行人，敦促其立即
履行义务。同时，全面调查被执行人名下财
产，对发现的一处财产立即冻结扣划。当天，
6位农民工兄弟就拿到了执行款。③9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法院执行按下复工“加速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