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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张豪

近日，在新野县王集镇西赵庄
村，连日的大雨，引发了李某与赵某
之间积怨已深的矛盾。因排水等问
题，前后院的邻居大动干戈。村里面
的“法律明白人”赵成学得知这一情
况，主动来到现场，与司法所工作人
员一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赵成学是南阳市遴选出的13961
名“法律明白人”之一。去年以来，南阳
市将“法律明白人”培训工程作为法治
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筛选村“两委”干
部、兼职法律工作者、退休教师、普法志
愿者等，通过组织学习培训，让他们逐
步成为法治“行家里手”。他们活跃
在广大乡村，调解基层矛盾、引导群
众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合理诉求，已成
为南阳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5月 30日一大早，镇平县柳泉铺
镇付营村村民付某刚刚起床就发现
自家门口的路上一夜之间满是石头，
别说过车，过人都难。用石头堵路的
正是与付某素有矛盾的邻居沙某。

付某找沙某理论，对方却毫不退让。
情急之下，付某求助当地司法所帮忙
解决问题。在接到付某求助后，镇平
县司法局柳泉铺司法所所长王智新
立即联系该村“法律明白人”邵成文，
让其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情况。最
终，在邵成文、王智新的共同努力下，
沙某同意移走石头、疏通道路，一起
邻里纠纷得以化解。

“现在我们都知道，遇到矛盾纠
纷，要依法依理解决，不能靠蛮力。”
付某说。在邵成文的影响下，许多村
民耳濡目染，已经养成了遇事找“法”
的习惯。

“让村民影响村民，比我们司法

局干部直接给村民讲法律，效果要好
得多。”南阳市司法局局长柴钧说，

“如今，司法局和‘法律明白人’已经
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司法局通过
举办讲座、以案释法等方式普法，指
导他们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另一方
面，‘法律明白人’可以向司法局反馈
村民集中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司
法局根据情况及时更新普法内容。”

截至目前，南阳市已举办“法律明
白人”培训320多场，有效壮大了农村
法治宣传队伍，延伸了基层公共法律
服务触角，让群众有问题可以就近咨
询，有法律援助需求可以及时联络，有
矛盾纠纷可以得到有效化解。③8

□本报记者 杨凌 李林

记者7月10日从郑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
到，至6月底，郑州市内五区、四个开发
区管委会已启动生活垃圾分类181.47
万户；目前郑州市正在加快推进垃圾
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放等模式，今
年将从小区试点逐步向全市推广。

“两房”试点开启新模式

根据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印发的《关
于在城区住宅区推行生活垃圾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模式的通知》，按照住
宅区每 300 户至 500 户居民设置一
个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箱房、每
3000户设置一个可回收物定点不定
时投放箱房的要求，在全市推行“两
房”试点建设。

“建设定时定点投放箱房，就是
把小区过多的垃圾桶撤掉，在固定位
置建设垃圾房，定点定时投放。这种

模式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推行，
被普遍认为能提高垃圾分类投放、收
运效率，促进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
惯。”郑州市分类办工作人员郑占士
介绍，目前郑州市已建成生活垃圾四
分类定点投放箱房 212 座，在建 83
座；建成可回收物定点不定时箱房
291座，在建96座。

“定时定点”投出“小清新”

中原区正大美丽泉社区作为试
点小区之一，小区内建设了两个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箱房。走进小区
记者看到，建好的定点投放箱房干净
宽敞，临路靠墙开着窗，窗后分别放
置着各类垃圾桶，居民扔完垃圾后，
可以在一旁的洗手台洗手。另外小
区还引进了“两网融合”玻璃可回收
物箱房，实行线下收集扫码投放，线
上返现金方式，目前小区内已初步实
现垃圾分类类别全覆盖。

“自从小区里设置了两个生活垃
圾投放处，再也看不见垃圾桶了，小

区环境也比以前好，更有清新感！”
美丽泉小区居民陈红说。

而在郑东新区龙翔嘉苑 10号院
小区，“定时定点”投放模式还设置了

“门禁”功能，只有通过刷卡、人脸识
别等方式验证才能投放生活垃圾。

据悉，郑州市的“定时定点”投
放，将按照“先定点，再定时”的顺序
推广，即先建设固定箱房，让居民形
成定点投放的习惯；之后推行定时投
放，根据市民的作息习惯，定时投放
时间在早上 7点—9点，晚上 5点—8
点。其间，除了“定时定点”，还会“定
人”，即垃圾分类督导员会在收集房
进行现场监督，包括城管执法队员也
会现场执法。

分拣中心形成完美“闭环”

记者了解到，郑州市垃圾分拣中
心也在快速建设中，这为垃圾分类闭
环处置提供了保障。据悉，除了去年
年底投入运行的中原区分拣中心和
经开区分拣中心外，今年 7月份郑州

市又有 5个区的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将投入运行，实现生活垃圾从分类收
运到分拣处理的全闭环，剩下两个区
分拣中心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各区垃圾分拣中
心都有自己的亮点。如二七区分拣
中心，设计了一个沼气发电项目，将
分拣处理后的厨余垃圾，用于生产沼
气发电。在经开区分拣中心的宣教
中心，开发上线了裸眼 3D的动画体
验、VR实景垃圾分类游戏。高新区
分拣中心则配备了六台“机械人”分
拣垃圾，利用技术将95%的生活垃圾
变成各种可用资源，剩余的 5%的残
渣直接填埋降解处理，让生活垃圾不
出高新区。

郑州市分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是郑州市
今年下半年的垃圾分类重点工作之
一，目前全市已有100多个小区试点
推行；伴随垃圾分拣中心的全部投用，
今年下半年将适时在全市全面施
行。③9

郑州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试点效果显著 适时全面推广

“法律明白人”成乡村法治润滑剂
基层亮点连连看

□宋敏 陈桐 鞠廷伟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五部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的意见》，不断加大超限超载治理力
度，严格落实“一超四罚”，依法对超限
超载运输货运车辆、驾驶人、货运源头
单位、道路运输企业实施追踪查处。
据统计，全省已对 837 台货运车辆吊
销营运证，对 57名驾驶人吊销从业资
格证，处罚因违规装载、放行超限超载
车辆的货运源头单位 931 家，清理取
缔非法货运源头单位 1242家，约谈道
路运输企业 3069家。2020年 5月 15
日起，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在全省开
展“清剿百吨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专门成立工作专班，针对“百吨王”等
严重超限超载车辆实行“一案一档”重
点督办。现将行动以来查处“百吨王”
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十起典型案例公
布如下：

案例一：2020 年 5月 16 日，汝州
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在庙下超限检测
站 查 获 郑 州 华 顺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豫
A0813V 六轴货车，该车货运源头单
位为栾川县利豪石粉加工有限公司，
车货总重 136.57吨，超限 93.57吨,超
限率 218%，依法对超载货物进行卸
载，公安交警部门对其处以 1500元罚
款、驾驶证记 6分。栾川县交通运输
执法大队依法处罚货运源头单位 1万

元，新密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对车辆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约谈。

案例二：2020 年 5月 17 日，西华
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在 G344交通
公安联合检查站查获周口市风顺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豫 PX7938 四轴货车，
该车货运源头单位为开封市中昊公路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车货总重 106.45
吨，超限 70.45吨，超限率 196%，依法
对超载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
对其处以 1800 元罚款、驾驶证记 6
分。开封市祥符区交通运输执法大队
依法处罚货运源头单位 1万元，商水
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对车辆所属道路
运输企业进行约谈。

案例三：2020年5月18日，辉县市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在六台山超限检测
站查获车主郭某华豫GC7653四轴货
车，该车货运源头单位为辉县市关山尾
矿，车货总重100.04吨，超限69.04吨,
超限率为222%，依法对超载货物进行
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对其处以 1500元
罚款、驾驶证记6分。辉县市交通运输
执法大队依法对货运源头单位处罚 1
万元，并对车主郭某华进行约谈。

案例四：2020 年 5月 19 日，西华
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在 G344交通
公安联合检查站查获上蔡县宏安运
输有限公司豫 QE9326 六轴货车，该
车货运源头单位为郑州市山之帆商
贸有限公司，车货总重 113.65 吨，超
限64.65吨，超限率132%，依法对超载

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对其处
以 1800元罚款、驾驶证记 6分。中牟
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依法处罚货运源
头单位 1万元，上蔡县交通运输执法
大队对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进行
约谈。

案例五：2020 年 5月 20 日，桐柏
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在毛集超限检测
站查获信阳市轩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SB9937六轴货车，货运源头单位为
桐柏宝源矿业有限公司，车货总重
106.70 吨 ，超 限 57.70 吨 ，超 限 率
117.8%，依法对超载货物进行卸载，公
安交警部门对其处以 1500元罚款、驾

驶证记 6分。桐柏县交通运输执法大
队依法对货运源头单位处罚 1万元，
信阳市平桥区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对车
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约谈。

案例六：2020 年 5月 21 日，济源
示范区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在克井超限
检测站查获温县祥龙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HN0918 六轴货车，该车货运源
头单位为济源市克井镇苗庄村苗某军
私营货场，车货总重 107.93 吨，超限
58.93吨,超限率120%，依法对超载货
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处以罚款
1500元，驾驶证记 6分。济源交通运
输执法支队依法对货运源头单位处罚

1万元，温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对车辆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约谈。

案例七：2020年5月22日，郑州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京航流动超
限检测点查获豫P9A969、豫PA6397、
豫PE2098三台四轴货车，分别隶属于
车主魏某玲、太康县华建货运有限公
司、太康县祥程运输有限公司，货运源
头单位为河南奥之鑫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车货总重分别为 114.92 吨、超限
83.92 吨、超限率 270%，114.30 吨、超
限 83.30吨、超限率 268%，112.94吨、
超限81.94吨、超限率264%，依法对超
载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分别
处以罚款 1500元，驾驶证记 6分。郑
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依法对货
运源头单位处罚 2万元，太康县交通
运输执法大队对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
业和车主魏某玲进行约谈。

案例八：2020年 6月 1日，西峡县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在前营超限检测站
查获西峡县鸿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豫
REF689 六轴货车，该车货运源头单
位为卢氏新润矿业有限公司，车货总
重 126吨，超限 77吨,超限率 157% ，
依法对超载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
部门对其处以 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
6分。卢氏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依法
对货运源头单位处罚 1万元，西峡县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对车辆所属道路运
输企业进行约谈。

案例九：2020年 6月 9日，长葛市

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在和尚桥镇流动
超限检测点查获河南万通圣达实业
有限公司豫 DR0897 六轴货车，该车
货运源头单位为长葛市鑫隆海钢材
贸易有限公司，车货总重 121.39 吨，
超限 72.39 吨,超限率 147%，依法对
超载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对
其处以 1500 元罚款、驾驶证记 6 分。
长葛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依法对货运
源头单位处罚 1万元，汝州市交通运
输执法大队对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
进行约谈。

案例十：2020年 6月 9日，郑州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京航流动超
限检测点查获车主王某敏豫 A9199L
四轴货车，货运源头单位为郑州鸿建
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车货总重114.6
吨，超限83.6吨，超限率270%，依法对
超载货物进行卸载，公安交警部门处
以 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 6分。郑州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依法对货运
源头单位处罚 1万元，并对车主王某
敏进行约谈。

名词解释

“一超四罚”：对路面查处的超限

超载车辆，在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消除违法状态

后，依法对货运源头单位、驾驶人、车

辆和道路运输企业实施追踪查处。

“百吨王”：主要指车货总重达 100

吨以上的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货运车辆。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公布十起查处“百吨王”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典型案例

方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开展流动治超

（上接第一版）
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传统产

业要焕发新生机，更要加快补链延链强
链，实现产业集聚效应。

襄城县，原先一煤独大的“黑色”小
城，却开出了拥有硅、碳、尼龙等新材料产
业链条的“彩色”花朵。秘诀在哪？对煤
炭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核心，通过不断
延长产业链，它如今拥有了我国煤基化工
产业链最长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通过技术和
服务提升，我省装备制造更加高端，食品
产业更加绿色，能源生产更加环保，汽
车制造更加智能，传统优势产业链实现
再造，价值链得到提升，聚集起新的发
展能量。

以创新发展为“进”提能力

提旧更要育新。只有念好“新”字诀，
才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更多新的增
长点、增长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新近发布的《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比重达 36.2%。而
河南数字经济规模早在2018年就已超过
1万亿元，占GDP比重更是持续提升。

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才认为，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只有加快布局这一战略性新
兴产业，才能在新业态新模式的赛道上赢
得先机。

抢抓数字经济，我省行动快且精准有
力。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智慧岛的中原
鲲鹏生态创新中心，是我省紧紧把握计算
产业重大发展机遇，与华为深度、全面合
作的成果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
底，该中心已累计发放华为鲲鹏芯片适配
证书90份，数量居全国第一方阵。

华为公司副总裁杨瑞凯表示，得中原
者得天下，华为在河南布局包括计算产
业、软硬件适配、“Huanghe”服务器和
PC机生产、自主软件开发、配套企业等在
内的“大生态”体系，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原
大地上打造百花齐放的鲲鹏数字生态花
园，为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全国数字经济快
速发展贡献力量。

更为长远的影响是，鲲鹏等数字经济

产业的落地生根，必将带动一批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强势崛起，有力推动
河南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高质量
发展提能力、聚合力。

以改革开放为“进”增活力

一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疫情发生
以来，我省 93%的新增市场主体通过网
上平台完成注册；受益于“全程网办”带来
的无阻碍办事机制，疫情并未使市场发展
停滞，截至今年 5月底，全省市场主体同
比增长 16.2%，增速居全国第 4位，这为
重启经济发展和稳就业带来强大支撑。

“放管服”改革正释放更多红利。留心
即可发现，以往为群众所诟病的“跑断腿”

“奇葩证明”“公章长征图”等发展“痛点”，正
被大力整治，鲜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省、市、县三级审批服务事项超过90%的
网上可办率，群众不出门、不排队，通过互
联网就能“一站式”办理大部分事项。

用对内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用对外
开放的举措寻求突破。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这显然是更值得一以贯之
的真理。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林青认为，
改革越往深里走阻碍越大，必须紧紧扭住
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敢于
啃下硬骨头，才能真正释放创新主体、平
台、机制等关键环节的能效，为高质量发
展添活力。

区域竞争迈入新阶段，在新的赛道，
比的是推动改革的眼界、魄力，比的也是
扩大开放的办法、招数。

上半年，平顶山大力开展招商，落地
尼龙新材料项目10个、总投资41.8亿元；
信阳举办第三届信商大会，通过“云签约”
拉来294.6亿元投资；在“四条丝绸之路”
加快建设的拉动下，全省外贸外资企业迅
速复工复产，一季度外贸额逆势上扬，以
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展的韧劲十足。

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我省展现
出“育新机、开新局”的强大责任担当。

事实证明，面对危机，中原人民拥有
顶压前行、闯关夺隘的强大勇气，拥有稳
中求进的强大内生动力。“进”的号角已然
吹响，各方更应汇聚信心凝聚力量，在大
浪中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迈进。③5

（上接第一版）形成了“钛精矿—还原钛—
高钛渣—氯化法钛白粉”的完整产业链，
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全产业链氯化法生产
基地，打破了国外几十年来的技术垄断，
成为中国钛产业绿色发展的领军企业。

通过采取多产品联产及30余项技术
创新，龙佰集团“八年磨一剑”，成功实现了
对传统硫酸法生产工艺的全面系统改造，
是国内首家自主研发“硫铁钛联产法清洁
生产工艺”技术的企业。通过工艺再创新，
龙佰集团还实现了硫酸、钛白粉、硫酸亚
铁、氧化铁黑、氧化钪等产品的工业化联产
和资源的梯级利用，成为行业的“示范者”。

龙佰集团在国内首创的“硫氯耦合”
技术，采用纵向垂直一体化和横向耦合
协同的生产模式，拥有从钛矿开采、精矿
加工、钛渣冶炼、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钛
白粉全流程生产工艺，使钛白粉行业硫
酸法和氯化法两大工艺实现“耦合联产、
共生共荣”，彻底解决了钛白粉行业特别
是硫酸法技术的难题。

拉长产业链条，实现二次跨越，龙佰

集团再放“大招”。
7月2日，在第26届兰洽会重点项目

签约仪式上，龙佰集团投资30亿元，与金
川集团就年产3万吨高品质海绵钛生产项
目签约。“龙佰集团将借助西部大开发政策
春风，快速做大、做强钛产业。”许刚说。

钛合金是高端材料，被广泛应用在
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领域。近年来，随
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对钛合金需求进
入快速增长期，龙佰集团抢占市场先机，
大胆延伸产业链，实施海绵钛及高端钛
合金项目，现已成为国内首家构建“钛矿
—钛渣—四氯化钛—海绵钛—钛合金”
完整产业链的企业，从亚洲最大的钛白
粉生产基地，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高端
海绵钛、钛合金生产企业。

“集团已进入‘钛锆共生、两翼发展’
的新阶段，初步构建起了覆盖钛、锆、钒、
铁、钴、钪等元素领域的高质量产业发展体
系，向着钛、锆产业链深度整合及新材料研
发与制造的大型化工企业集团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展望未来，许刚信心满满。③8

凝聚起进的强大力量

这家豫企“工业味精”产量亚洲第一

7月 13日，郑州银基动物王
国，游客在观看动物表演。该文
旅项目总投资 70亿元，占地 57
万平方米，共有六大主题区域，
园区拥有3000余只珍稀野生动
物，成为中原地区文旅品牌新标
杆。暑期来临，这里迎来客流高
峰，园区采取限制流量、测量体
温等措施，保障游客快乐安全游
玩。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神奇的
动物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