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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货车超限超载、骗
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针对当前经
济社会中的诚信热点问题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失信突出问题，中央文明委印
发《关于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行动的工作方案》，组织成员单位
集中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行动，取得积极成效。

治理超载超限 打造信
用交通

“二维码确实方便，一个码就能搞
个明白，真正公开透明！”在河北省高
速公路路政总队青银支队石家庄大
队，司机李师傅对当地“二维码信用执
法”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诚信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二
维码信用执法”被充分运用到当地工
作中。一旦发现有超限超载或遮挡号
牌等违法行为的车辆，执法人员会将
车牌号录入到“二维码信用执法”系统
黑名单，禁止其驶入高速公路。

针对交通运输领域失信问题，交通
运输部指导各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让
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重点围绕货车超限超载问题，交
通运输部积极推动省级信用治超工作
抓落地、见实效，建立了常态化线上沟
通和指导机制。截至目前，组织各地
认定、公示、发布了超 4600 条严重违
法超限超载失信当事人名单。

聚焦网络诈骗 开展专
案攻坚

去年4月，苏州的郑女士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支付宝理赔中
心工作人员，在核对郑女士信息后表
示，郑女士价值 62元的网购商品不慎
丢失，将为其支付赔偿 162 元。由于
头天确实在淘宝上购买了 62 元的商
品，郑女士丝毫未曾怀疑，按照对方要
求和引导，扫了二维码、填写银行卡信
息，还登录了一个贷款APP，稀里糊涂
贷款5万元。

几天后，5万元贷款进入支付宝账
户，在提现到银行卡几分钟内，郑女士
就收到短信提示，卡里的钱被转出
49950元。由于网购信息被盗，郑女士
继而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不久前
江苏宿迁警方对此案实施全链条打

击，最终摧毁 6个诈骗团伙，抓获各环
节犯罪嫌疑人共 29名，查扣网购订单
数据等公民个人信息2500余万条。

各地公安机关一直在行动。针对
网络贷款、刷单、杀猪盘、冒充客服诈
骗等4类高发案件，公安部组织各地全
力开展专案攻坚，开展集中研判、集群
打击，组织十余次统一收网行动，诈骗
发案数和杀猪盘案件损失数出现明显
下降。

今年以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
集中研判涉诈电话、QQ、微信线索，推
送各地精准落地打击，快速铲除境内
诈骗窝点，指挥各地捣毁诈骗窝点超
1.2万个。

协同治理 联合惩戒

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
民政、税务等部门的共享，扩大惩戒的
覆盖面，最高人民法院健全跨部门系
统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惩戒的
有效性，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围绕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

开发票的“假企业”、没有具备条件只
为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的“假
申报”等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与公安
机关协同联动，接连破获多起典型案
件：

今年5月，税警联动在重庆、大连、
山东、河北多地，对 7个虚开团伙跨省
虚开发票案实施统一收网行动，截至7
月底已查实该团伙注册了若干户空壳
企业，涉案金额71.8亿元；

杭州市税务局通过大数据全面扫
描申报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及
相关涉税数据，锁定关联企业 62 户。
浙江省税务局、省公安厅联合指挥分
赴山东、河北、山西、江西、安徽、福建
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捕犯罪嫌
疑人18名，涉案金额2.5亿元；

……
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付树林表

示，启动打击“假申报”骗取疫情防控
税收优惠违法犯罪行动，有力保障了
国家税收安全。同时，依托税收大数
据开展差异化管理，持续推进税收违
法“黑名单”制度，严格落实惩戒措施，
推动守信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加。

（新华社北京11月 16日电）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各部门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扫描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自今年下
闸蓄水以来，前坪水库已经蓄水1.8亿
立方米，形成了万亩水面。”11月 12
日，站在水库大坝上，河南省前坪水库
建管局总工程师皇甫泽华说，从此以
后北汝河枯水季节再也不会断流。

据介绍，今年 3月 20日，位于洛
阳市汝阳县境内北汝河上的前坪水
库大坝开始下闸蓄水。由于前坪水
库尚未验收，根据 2020 年度汛调度
方案，汛期蓄水控制水位为海拔 380
米高程。汛后至今，前坪水库逐渐
蓄水至 385.49米，根据测算，蓄水量
达到 1.8 亿立方米，形成水面 1万亩
以上，水库水面向上游淹没 15 公
里。站在大坝上眺望库区，碧水充
盈，青山倒映，浩渺的水面沿着河道
向上游延展，十分壮观。

“如果西湖蓄水量按照1400万立
方米计算，目前前坪水库蓄水总量相
当于近13个西湖。”皇甫泽华说，为保
障北汝河河道生态，下泄生态基流在
每秒1.05立方米以上，汛期甚至达到
了每秒2.2立方米，每年前坪水库向下
游河道下泄水量至少4400万立方米。

据统计，北汝河丰水期径流量占
全年的 80.4%，枯水期径流量仅占全

年的 19.6%，下游河道断流现象普
遍。前坪水库大坝下游 16.5 公里的
紫罗山水文站监测，2000年 5月 4日
至 6月 1日共计断流 29天，2001年 5
月 27日至 6月 27日 32天断流；位于
北汝河襄城东 12公里处的大陈闸水
文站监测，1999年断流 134天，2000
年断流132天，2001年断流108天。

“由于前坪水库蓄水充足，豫西
山区增添一座万亩以上水面，水库
改善库区周边及北汝河河道生态的
功能将首先显现，北汝河下游河道
断流的历史将会一去不复返。”河南
省前坪水库建管局局长张兆省说，
随着水库建设进一步完善，前坪水
库的防汛、供水、灌溉、发电等功能
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北汝河将真正
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幸福河。③4

前坪水库蓄水1.8亿立方米
丰水期上游“喝饱”水 枯水期下游不断流

(上接第一版）吸引各地游客 10 余万
人。为推广富硒水果技术，他还当起
了富硒苹果技术顾问，在灵宝市、三门
峡市陕州区等地传授富硒苹果种植技
术，免费教授贫困户，优先安排贫困家
庭劳动力进果园务工。

9户人家坚守的金苹果

海拔 1100 米到 1200 米，寺河乡
坡根村张村坡是灵宝市海拔最高的自
然村和苹果种植村。在这里，9户 33
口人 200多亩苹果园演绎着别样的故
事。

11月 9日，看着装车即将外运的
苹果，张村坡组组长赵海水打开了话
匣子，疏花疏果、套袋铺膜、采摘积肥、
剪枝和防地老鼠等，对于栽植苹果的
重要节点，他如数家珍。

清明时节，苹果花开，老赵他们拉
开了果树的“呵护周期”，首先便是疏
花。“两朵花间隔八寸，中间的花全部
摘掉。”老赵介绍，常年与山区气候斗
争，张村坡也摸索出了从保留单花到
簇花的经验。

“五一”前后，开始疏果。一簇花
能结五六个果，只保留品相最好的那
个。老赵笑着说，疏花疏果和优生优
育是一个道理。

等到苹果长到手指头大小，便该
套袋了。套袋不仅能很好塑形，还保
证了苹果能够无公害生长。经过90到
110 天的生长期，小苹果逐渐长大脱
青。

这时刚好中秋节，苹果也再次露
出了“真面目”——通体白亮。经过短
暂适应环境，果农便开始铺地膜，棱形
设计让地膜很好地反射阳光，半个月
过后，苹果逐渐变红上色，“不红不好
吃”。

霜降时节，便迎来了苹果的高光
时刻——“孩子”终于长大了，特别是
看着一车车外运的苹果，老赵喜不自
胜：“多亏了市人大代表张明云牵线搭
桥，我们村的出村山路去年修好了，苹
果销售更加顺畅了。”

冬闲并不闲。苹果采摘之后，9户
果农开始“秋饥冬追”，为来年做准
备。“为苹果树施有机肥，修剪果枝去
掉弱枝、遮光枝，预防腐烂病，防止地
老鼠等，大冬天可有的忙了。”老赵笑
着说。

从苹果园走回小山村，道路两旁
传来阵阵艾草香气。老赵说山上有艾
草、连翘，但没空去采摘，“苹果树是俺
们的宝贝，得全身心扑上去，再苦再累
都值”。

听着音乐长个头的苹果

霜降过后，又到苹果成熟的季
节。当快递寄送完当日的苹果，灵宝
市寺河乡成义苹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明，来到自己的窑洞里泡茶解乏、洗
手弹琴。脚边的小猫充耳不闻兀自打
盹。

王明当过5年兵，转业后回乡承祖
业种苹果。闲下来王明喜欢听歌，突

然一天一曲古琴演奏的《普庵咒》回响
耳畔。一“闻”钟情，他便托朋友从江
苏扬州捎来一张古琴，在网上找视频、
逛帖子，摸索着学习弹奏。

走进王明的琴室，几张琴、一壶
茶，笔墨纸砚俱全。他还专门辟出
一间窑洞制作古琴，王明称之为“斫
琴”。他搜集了不少斫琴的木头，轻
轻敲打，每块木头发出的声音不尽
相同。

月落日出，琴声悠扬。王明有条
不紊地管理着 3000多亩苹果园，来自
3个自然村的 100多户村民加入了他
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优质苹果都种植
在海拔 800米到 1200米的地方，是苹
果最佳适生区。合作社社员认真地
说，这些“听”着王明琴声长大的苹果，
有韵味也更美味。

看见苹果树下摔成两半的落果，
王明介绍：“从苹果边缘的褶皱推测，
果肉暴露在空气中应该超过12个小时
了，但没氧化，这就是‘硒’的魅力。寺
河山47%的土壤里硒含量在中等水平
以上，有机质含量也高。”

为保证苹果质量，王明坚持做土
壤改良。他要求社员跟随他的节奏，
确保从这里卖出的苹果品质一致、质
量可靠。当然，种了一辈子的老把式
们有不听话的时候。王明从不过多
解释，他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今年喷洒农药我借来了无人机，用
‘土方法’3 天才能完成的工作，无人
机半天就能完成。村民见了，有不少
人来找我借。”王明说，他还注册了视
频号，宣传灵宝苹果，“11月 8日我在

郑州参加直播卖货，一小时销售了
200多箱。”

“种苹果是为了生活，生活不只为
了种苹果。”王明感叹，他想工作之余
还要有自己的生活，“等今年的苹果销
售完，我要闭关一个月，潜心研究斫
琴。”③3

三门峡的“三个苹果”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农人应

该有怎样的精神面貌？3 位苹果达人

给出 3个答案。3个苹果让人们品出 3

种滋味。

任莹沧给出了一种答案。他醉心

科学，在他的元素周期表里，“硒”这个

字加粗加大 3倍。他上世纪 80年代在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系进修，退休后仍

然醉心于果树的种植和研究，用科技

的力量打造新时代“致富果”。

赵海水给出了一种答案。大山高

处的小村庄，9 户人家自强不息，用自

己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把一件事做

到极致，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明给出了一种答案。他边种苹

果，边弹古琴、制古琴，最近还拜师学

艺练书法、画山水。果园里的苹果脆

又甜，让山乡生活别有韵味。

从 山 间 走 到 我 们 餐 桌 的 苹 果 ，

饱含有劳作的美丽、科技的魅力、文

化 的 韵 味 。 这 来 自 大 山 深 处 的 美

味，背后有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我

们理应对每一枚果实都充满敬意和

感恩。③3

新沟，掀起你的盖头来
——荥阳汜水镇新沟村发展纪实（二）

□林全峰 申培新

【前言】荥阳汜水镇新沟村属于
传统村落，村里流传着许多鲜为人知
的动人故事，文化底蕴厚重，村民朴
实善良，乡风浓郁。由于自然条件制
约，村经济欠发达，村民收入不高，新
沟村被列为河南省级贫困村。自
2015年郑州师范学院扶贫驻村工作
队入驻以来，以党建为引领，引导社
会力量，紧紧围绕村里资源禀赋，先
后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发展
大学生写生基地、海棠花旅游观赏基
地、鸵鸟游乐产业园、康养基地等支
柱产业，村经济发展迅猛，全村已经
实现全部脱贫，演奏出了一首美丽感
人的和谐乐章。

一、产业引领经济发展

2019 年 8 月，新沟村经济股份
合作社成立以来，为村集体经济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了村资产股
份合作社；开展土地承包“三权分
置”，组建了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
展乡村旅游，组建了村旅游股份合
作社。下一步，新沟村拟组建村劳
务股份合作社、村置业股份合作社，
并在五个股份合作社基础上，成立
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实行合作社公
司化运作，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带
动群众快速实现致富。未来的新沟

村以乡村文化旅游为主题、田园生
态建设为背景、产业发展为目标、文
化传承为内涵、以城郊休闲、乡村娱
乐、研学体验为重点，构建国家级乡
村旅游模范村。目前，正在建设中
的产业项目主要包括大学生写生基
地、海棠花旅游观赏基地、鸵鸟游乐
产业园等。

（一）大学生写生基地
2020 年，新沟村与郑州市新沟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把大学生写
生基地进一步提升为党性教育基地，
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该项目已
经初具规模，待项目完全建成后，新

沟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巩固提升脱贫成效等方面将
得到较大改观。

（二）鸵鸟游乐产业园
2019 年 8 月，河南威达花园口

鸵鸟养殖技术有限公司落户新沟村，
以鸵鸟游乐为主题，建成集鸵鸟特色
餐饮、观光、游玩、科普于一体的鸵鸟
欢乐谷，全力打造鸵鸟游乐产业园。

（三）海棠旅游观赏基地
新沟村与郑州正旺园艺绿化公

司合作，建设 700 余亩海棠花旅游
观赏基地，以美丽海棠花海吸引四
面八方游客，倾情打造生态农业田

园综合体。
（四）康养产业基地
引进社会资本及专业团队打造

新沟村高端森林康养产业基地，该项
目正在筹备中，以优质森林、湿地生
态系统资源为依托，融入旅游、医疗、
运动、养生、养老、体验等健康服务新
理念，建成郑州西部极具影响力的康
养基地。

二、乡村民俗文化

新沟村以河洛文化为主线，形成
了窑洞文化、古道文化、孝道文化、廉
政文化等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准备
把部分民俗文化逐步打造成为旅游
景点，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
村一文化、一村一产业”的产业格局。

（一）窑洞文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沟

村“四化”发展思路：村庄建设园林
化、村庄道路林荫化、家庭小院花园
化、荒山荒沟森林化，村在林中建、房
在林中现、水在村中流、人在画中游
的美丽乡村，既具有城里人的生活品
位，又具有以窑洞文化为特色的自然
风情。在新沟村，不仅可以尽情领略
陕北黄土窑洞民俗风情，更可以休闲
体验超值的精品窑洞民宿。

（二）廉政文化
“竹以直为美、人以正而尊、党以

廉而强”。新沟村党员干部通过参加
大别山红色培训、“七一”重温入党誓

词、向烈士陵园敬献花篮等系列活
动，起到洗礼心灵、凝聚共识、强化党
性的目的，新沟村基层党组织已经成
为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钢铁长城。

（三）孝道文化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爱老、助老更是时代风尚。经过
村民评选出来的好媳妇王保勤、张凤
娟等代表正引领着新沟村孝道文化
新风尚。

新沟，掀起你的盖头来！新沟
村在郑州师范学院驻村第一书记
的引领下，“两委”班子团结一心、
沐浴春风，正以扬眉吐气、开拓进
取、战天斗地、勇往直前的英勇气
概，在乡村振兴大路上阔步向前。
我们有理由深信，在不远的将来，
新沟村将成为郑州西部又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林全峰 郑州农委信息中心书记
申培新 郑州师范学院驻村第一书记)

海棠花旅游观赏基地

驻村第一书记在鸵鸟园调研工作

以大学生写生基地为中心，创建西部
中原文化涂鸦城

新沟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图

康养产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杂技艺术
是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作为全国唯一
的市级“杂技之乡”，周口杂技界再度
迎来高光时刻。

11月 15日，在全国杂技界代表
人士、省内外游客的共同见证下，周
口杂技文化产业园盛大开园，河南杂
技艺术发展又多了一个“地理标识”。

据介绍，周口杂技文化产业园为
省重点项目，集杂技演艺、动物观赏、
机械游乐、自然保护、科普教育于一
体，依托周口森林公园建设而成，占
地面积近 2000 亩，总投资 22.4 亿
元。目前，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 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
豫东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动
物品种最多的综合性文旅项目、中原
文旅产业发展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北有吴桥，南有周口”，这是流
传在杂技界的一句老话。据史料记
载，早在春秋时期，周口就有众多民
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目前周口
拥有专业杂技团 150多个，业余杂技
团和杂技班近 700个，加上散处全国
各地的家庭杂耍和民间杂技培训班、
演出团，从业人员达1.4万余人。

“时代的进步，不断推动着传统
产业转型。杂技艺术兼具文化事业
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其行业结构和发
展模式由传统向新型的转变，也必将
很快来临。”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
发吉认为。

周口正依托“杂技之乡”的品牌优
势，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杂技产业链，
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积极探索。③9

周口杂技文化产业园开园

11月 16日，尉氏县朱曲镇黄湖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村口的电器扶贫车
间忙碌。近年来，该县在脱贫攻坚中，积极协调当地的一些劳动密集型、手工
加工型企业，开设专门的用工车间，吸纳和安置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⑨6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