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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居 住 在 大 别 山 深 处 的 晏 岗

村村民世代以种田为生，如今他

们 有 了 新 的 选 择 —— 发 展 数 字

经济。

在引入“数据扶贫车间”后，

晏岗村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返乡就

业。这群以 90 后为主的返乡年轻

人，当起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

玩转网络大数据新业态。他们的

回归，不仅改变了农村“空心化”

“老年化”的现状，还为晏岗村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使小山村迸

发出盎然生机。

不再种田“种”数据，越来越

多的青年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

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靠着

智慧致富奔小康，晏岗村正一步

步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这

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大别山

时对光山人民的殷切期盼。⑨3

大别山里“种”数据

晏
岗
晏
岗
村
里
的

村
里
的
﹃﹃
数
字
青
年

数
字
青
年
﹄﹄

彩彩出出 河南圆梦 康康小小

扫码看更多内容

□本报记者 陈更生 王铮
本报通讯员 盛鹏 摄影报道

6 月 11 日上午，干旱的光山
县突然下起了大雨，降雨稍停，正
在村里的“数据扶贫车间”整理大
数据的晏建祥和几个伙伴，即刻
跑到稻田查看苗情，看到被雨水
滋润的禾苗焕发生机，晏建祥笑
了，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成
长的根在这片土地里。”

今年33岁的光山县槐店乡晏
岗村村民晏建祥，有一个“人工智
能训练师”的身份，这个过去从来
没听说过的新职业，让晏建祥成
了家乡的新宠。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统计局去年向社会发布了一张包
含 13个新职业的榜单。其中，数
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
新职业，吸引了不少农村青年返
乡就业创业，晏建祥就是其中之
一。

晏建祥以前在广东做电器设
备调试安装工作，村里新建的“数
据扶贫车间”，让他萌生了在家门
口找份工作的想法。经过政府和
企业联合举办的免费定向培训
后，晏建祥掌握了技能，从此，他
在这里靠技术和智慧让青春绽放
光芒，一发而不可收，他不仅有
8000多元的月收入，还能照顾家
庭和打理农田。

晏建祥无疑起到了带头作
用，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选择
回归故土。目前，光山县通过建
设“数据扶贫车间”，让一批年轻
人在家门口找到了理想工作。这
些“数字青年”只需轻点鼠标，便
可实现月收入 3000至 1万元，这
里成为返乡大学毕业生就业首选
地，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培训也可
熟练操作。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全国电商消贫十
佳县”的光山县，紧紧把握“大数
据 ”“ 云 平 台 ”等 发 展 机 遇 ，于
2018年引进优秀青年人才返乡，
成立了光山县科思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先后与阿里巴巴、百度、
腾讯、字节跳动等公司建立合作
关系。目前，科思公司现有全职
员工 400 多人，以 80 后、90 后为
主，为该公司长期提供高质量的
数据服务，并获得了相关平台的
数据标注员认证。⑨3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空中俯瞰美丽的晏岗村。

③③晏建祥和他的业务研究小组。

⑤⑤晏岗村入驻“腾讯为村”平台，适
时发布村里的信息，吸引了在外工
作人员对家乡的关注和支持。

②②晏岗村的“数据扶贫车间”。

④④“数据扶贫车间”的年轻人。

①①充满自信与幸福感的晏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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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发力55GG 赋能中原赋能中原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滑清泉

开创全省首个智慧水务项目，对重
点单位和小区开展 5G 智能充电桩安
装，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实现千兆宽带
业务开通办理，5G基站基本实现市区
主城区的连续覆盖……加快数字经济
基础建设，赋能高质量跨越发展。经过
一个时期的努力，驻马店市新型数字经
济发展步入快车道，5G+物联网智能硬
件+综合管控一体化平台的“5G+智慧
生活”正加速飞进千家万户。

“今年 1月 13日，我们召开了 5G
商用新闻发布会，标志着驻马店迈进

5G 新时代。”驻马店市工信局局长殷
剑说，目前已实现驻马店市区主城区、
一般城区以及新蔡县城主城区的 5G
连续覆盖，可广泛应用于远程医疗、无
人驾驶等需要快速响应控制的领域。

在 5G应用方面，驻马店深入探索
5G 行业智慧化应用，着力推动 5G 产
业加速成熟，目前正在加快打造中集
华骏“5G+智能制造”龙头应用、黄淮
学院“5G+智慧灯杆”典型应用、确山
竹沟“5G+智慧旅游”创新应用、恒星
产业园“5G+智慧园区”示范应用等。

同时，驻马店加快双千兆网络建
设，引入智慧家庭新概念，引领“家庭
互联网”到“互联网家”的升级，实现
5G无线网络、宽带智联小区下载速率
超千兆，目前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实
现千兆宽带业务开通办理。

驻马店不断强化服务升级，积极
构建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我们持续更
新软硬件、支持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海
量数据分布式存储和管理等，推动传
统数据中心云化转型，全力支撑全市
数字化转型。”中国移动驻马店分公司
负责人白珏说，目前，移动综合楼大数
据云计算中心具备 280个业务机柜的
机房托管的能力，具有 5000T的数据
存储空间，已为人社、卫生健康、国土
资源、住建、教育等部门提供了 100余
架标准服务器机柜租赁，有力推进了
驻马店市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我们将持续发力‘新基建’，加快
5G 建设，努力推动驻马店 5G 建设发
展走在全国前列。”驻马店市政府副市
长贺振华说，今年将进一步加大 5G投
资，仅中国移动驻马店分公司一家就

计划投资 3.2亿元，年底前实现县城及
以上城区全覆盖和垂直行业应用场景
按需覆盖。

在加快推进千兆小区建设方面，
驻马店将加快网络升级改造，持续提
升家庭宽带客户体验，全面提升用户
家庭宽带体验，其中驻马店移动上半
年将完成所有大业务双上联改造升
级，可实现家庭住户、企业宽带用户两
大类千兆宽带网络的覆盖。

结合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驻马店
还将推动 5G 技术与行业标准深度融
合，打造 5G产业标杆，特别是在 5G+
智慧农业方面打造龙字头品牌，在
5G+智能制造方面带动本地企业现代
化、信息化，进一步推动 5G 产业链成
熟，为加快全市新型数字经济发展提
供“新引擎”。③5

驻马店：5G开启数字经济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卢松）6月 15日，记者了解到，省纪
委监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监督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从制度层面对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进
行系统梳理和明确规定，指导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
准政治站位和职能定位，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
式上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突出政治监督、做实日常
监督、强化精准监督，推动做实做细监督基本职责、第一
职责，切实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2019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就
全省纪检监察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省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分别带队，先后深入开封、安阳、商丘、信阳等地
调研，并组织部分派驻机构、省管国有企业、金融机构
和高校纪委负责同志座谈访谈。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初步形成征求意见稿，后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
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意见》。

针对实践中监督概念模糊、认识不清等问题，《意
见》强调了监督工作中应突出把握的六项原则，即坚持
党的领导、突出政治监督、紧盯“关键少数”、坚持问题
导向、注重抓早抓小、严守职责定位。其中明确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守“监督的再监督”定位，依规依纪
依法履行好监督专责，督促推动党委（党组）履行好主
体责任，坚决防止大包大揽、越俎代庖，防止跳过各级
党组织去直接管理每一名党员、每一名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

针对实践中监督对象不明、监督内容发散等问题，
《意见》明确了监督对象按照管理权限，实行分级负责
制，分别列举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派驻（出）纪
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对象，重点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党内法规，《意见》突出强调
了抓好政治监督、强化对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的监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加强对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加强对作风建设的监督等五个方面
重点监督内容。比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两
个维护”，突出抓好政治监督，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
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要加强对党委（党
组）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民主集中制原则、
选人用人规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情况的监督。
完善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
制度，强化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推动
上级“一把手”抓好下级“一把手”。加强对权力运行
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把公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
里，维护制度权威，增强制度刚性。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细化了开展
谈心谈话、座谈走访，分析研判政治生态，开展专项督
导检查、专项治理，督促以案促改，加强“智慧监督”建
设等15种监督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便于各地纪检监
察机关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做实日常监督、强化精准监
督，提升主动发现、纠正问题的能力。

此外，《意见》重点细化了内部统筹协调机制、与派
驻监督联动协作机制、与巡视巡察监督协同配合机制、
监督上下联动机制、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机制等五
个方面的工作机制，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四项监
督”协同衔接，促进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
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贯通融合，形成大监督工作格
局，提升监督整体效能，形成监督合力。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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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日月气
功”邪教组织被我省彻底打掉。6月
15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温金路
等 7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案作出一审判决。

温金路，化名金光道，1945 年
生，初中文化，河南省襄城县人。温
金路 1994 年在河南创立“日月气
功”。2000年 4月，平顶山市公安局
依法查处“日月气功”组织，温金路被
劳动教养2年。

温金路被解除劳动教养后不思
悔改，继续编造“世界末日”歪理邪
说，纠集原“日月气功”人员，秘密恢
复组织，四处行骗。温金路指使其长
子温利军、弟子郭军召在许昌市襄城
县湛北乡和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分
别建立“德福观”和“生态园”，作为该
组织主要活动基地。

温金路编造各类歪理邪说，宣称
只有跟着他练习“日月气功”才能避免
疾病、灾害和死亡。受这样的歪理邪
说蛊惑，一些信徒及其家属贻误病情。

长期以来，温金路通过收徒、传

功、占卜、消灾、去病以及出售书籍和
“圣果”（“生态园”内生长的各种水
果）等名义骗取信徒巨额钱财。温金
路利用教主身份，编造“阴阳双修增
加功力”“前世夫妻”等邪说，采用精
神控制和强制手段，先后强奸了 8名
女信徒，强制猥亵了3名女信徒。

2017年 4月 8日，河南省公安厅
组织漯河等 12个省辖市公安机关实
施破案打击行动，抓获温金路在内的
该邪教组织 26 名骨干，捣毁“生态
园”“德福观”等活动据点 25个，查获
现金517万元，扣押车辆14辆以及大
量邪教物品。

2020年6月15日，漯河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温金路等 7人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作出一审判
决。其中教首温金路犯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奸罪、强制
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1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剥夺政治权利5年。其余6人分别获
刑2年10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3人缓期3年执行。③9

本报讯 （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
宇 施书芳）6月 15日，记者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悉，5月郑州
机场货运大通道实现逆势增长，增速
达 60.8%，连续两个月货运增速排名
全国第一。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河南机场
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郑州机场统
筹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不断提升货
运保障效率，完善枢纽航线网络，确
保国际货运航线不停航。截至目前，
郑州机场今年新开 14条定期货运航
线，新增 19个国际通航点，保障国际
全货机 1332班，同比增长 94.4%，创
下历史最高水平。

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是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建设的起点，郑州机场
是郑州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龙
头。今年以来，航空港实验区坚持

“枢纽+开放”的路子，积极推动枢纽
节点与口岸平台之间、枢纽建设与货
物组织间衔接，加快多种方式集疏网
络建设，不断提升航空枢纽综合保障

能力。前 5个月，航空港实验区跨境
电商进出口完成 4268.41万单，货值
34.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57.17%、
116.51%。“5月份，跨境电商企业在
河南电子口岸平台完成航空货运申
报 591.4 万单，占整个河南单一窗口
跨境电商平台出口单量的 62.83%。”
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据悉，目前机场三期建设已全面
启动，河南本土航空公司中州航空入
驻并开航，中原龙浩航空实现国际航
线基地串飞；首单进口药品业务测试
顺利实现，郑州药品口岸正式启用；
郑州高铁南站建设全面展开，米字形
高铁网快速形成，郑州航空港的枢纽
优势正在不断增强。

“我们将继续在加快推进国际航
空运输网、米字形高铁网、轨道交通
网融合上下功夫，加快郑州南站、机
场三期等交通节点工程和外联路网
建设，全力打造更加高效的物流通道
枢纽。”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主
任张俊峰说。③4

郑州机场连续两月
货运增速全国第一

我省打掉“日月气功”邪教组织
教首被判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