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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价稳量足商丘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条例》，
自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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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
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
备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
形势新体制下装备工作的基本任
务、基本内容和基本管理制度，是
军队装备工作的基本法规。

《条例》共 14章 100条，按照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

建”的总原则，规范了新体制新
编制下各级装备部门的职能定
位、职责界面、工作关系；坚持以
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明
确了体现实战化要求、“战”与

“建”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围绕
落实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
源配置的要求，完善了装备领域
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
战略管理链路；着眼提高装备建
设现代化管理能力，优化了装备
全系统全寿命各环节各要素的
管理流程；立足破解制约装备建
设的矛盾问题，构建了灵活高
效、竞争开放、激励创新、规范有
序的工作制度。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刚刚结束的省委十届十二次
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十
三五’即将圆满收官‘十四五’即将
顺利开展，也是在‘两个一百年’重
要的历史交汇点，召开的关乎我省
未来发展的重要会议。”2020年12
月 31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仲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
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对
于我省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
建新格局，全面开启经济社会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仲田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坚
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
下，通过全社会齐抓共管，我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国
家下达的九项约束性指标预计可全
面完成。“十三五”期间，PM10、
PM2.5浓度下降幅度均超过30%，
重污染天数减少比例高达60%；劣
Ⅴ类国控水质断面已全面消除。

如何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生
态环境系统有哪些工作着力点？
王仲田说，我们将坚决扛牢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第一，坚持一条主线。保持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延伸深度，
拓展广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擦
亮我省高质量发展底色。

第二，突出两个重点。力争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加强细
颗粒物（PM2.5）和臭氧协同控
制。持续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还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新目
标，降低碳消耗和碳排放。

第三，做到三个治污。坚持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深化“一厂一策”“一园
一策”“一企一策”污染治理，加快
推进智慧环保建设，组织好专项督
察，探索环境执法新方式。

第四，调好产业、能源、运输、
用地四大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构建
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城市绿道绿
廊，实施扬尘精细化管控，加强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落实七个严控。继续扭
住大气污染治理“牛鼻子”，做好做
足控尘、控煤、控排、控车、控油、控
烧、控炮文章，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大幅提升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王仲田表示，生态环境系统
要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立足职
能、履职尽责，积极为我省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走
在前列贡献力量。认真履行生态
监管职责，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一体化治理，推进流域综合整
治，用好“三线一单”，强化分区管
控，倒逼流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流域高质量发展，把黄河建设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③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元旦前夕，气温陡降。在素有“中
国花木第一县”之称的鄢陵县，花农们
想方设法，为花木“穿衣”、让盆景入棚，
采取一系列保暖御寒措施，使花木免
受冻害，保证花卉市场供应。

走进占地近百亩的鄢陵县冬景蜡
梅园，工人们正在用无纺布将室外栽
植的香樟树包裹起来。“这次寒潮来势
汹汹，我们特意给花木制作了‘保温
衣’，增强花木的御寒能力。”冬景蜡梅
园的“主人”李高峰说，“我们还给所有
地栽的花木浇灌了防冻水，用以增加
土壤湿度，保持土壤温度。”

蜡梅盆景是冬景蜡梅园的主打产

品。在冬景蜡梅园 2000多平方米的
大棚里，2000多盆蜡梅盆景造型各异，
长势喜人。“许多蜡梅盆景原本放在户
外，现在全部搬进了大棚保暖。”李高
峰说，“在市场供应方面，现在有价格
便宜的蜡梅枝，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木
盆景，将在‘双节’期间如期向外销售。”

“得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寒潮预
警，早在一周前，我们就给苗圃里的
花木刷了一遍防冻液，不仅能有效防
止冻害，还能对残留在枝干的病虫害
起到防治作用。像迎客松等松柏类
盆景过去都在室外，这次我们也都搬
进了大棚里。”新科梅园总经理于飞
说，“随着‘双节’临近，我们的花木不
仅进入本地市场，还将销往北京、天
津等地。”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新年伊始，唐河县养老中心里温
暖如春，李学来像往常一样怡然自乐
地锻炼身体。

74岁的李学来，是来自泗洲街道
的特困五保老人。养老中心成为他
最温暖的依靠。“瞅瞅，政府给俺发的
新棉衣新棉靴。俺心里暖洋洋的，甭
提多幸福了！”老人说。

从该县兴唐街道东大张庄社区
“迁”来的 81岁的欧阳丙明老人，对
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在寒潮来临
前夕，该养老中心就为老人们准备了
新棉衣新棉靴。“还发了零花钱，一个
人 一 月 发 166 块 ，一 年 另 发 2000
块。”欧阳丙明说，“兜里有钱，想买啥

就买啥，幸福感立马加倍了。”
该养老中心负责人涂瑞恒算了

一笔账：自2020年 6月 1日试运营以
来，共入住城区4个街道特困老人66
人；入冬以来共购置棉被 180床、棉
衣100套、棉靴80双、保暖衣100套；
已累计发放零花钱6.5万余元。

集中供养“应住尽住”，生活状态
“夏凉冬暖”。唐河按照“县有社会福
利中心、乡镇有两个以上敬老院、村
村有幸福大院”的标准，投入资金 2.7
亿元，加大集中供养机构建设力度，
进一步规范运营管理。目前，全县已
建成敬老院、幸福大院、医养结合体
等各类养老机构 435个，入住特困群
众 7263 人，真正实现特困群众住有
所居、老有所养。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虽然下
着小雪，但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内依然车来车往，不少采购商正在挑
选菜品。

“这波寒潮没有影响咱的供应，充
足得很。”商户张坤说，“可能有些菜的
价格略有上涨，但日常蔬菜的价格都
和平时差不多……”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是豫鲁
苏皖四省交界处最大的农产品综合批
发市场，也是全国农产品价格的风向
标，拥有商户近6000家。随着寒潮的
来袭以及双节来临，为保证农产品总
体储备量和供应量的充足，该市场及
早动员市场商户，积极与全国各地的

农产品生产基地对接，落实对接品种、
数量、供货时间。

为确保物价稳定，该市场严格要求
商户做到价格合理、买卖公平，在寒潮
来袭、双节期间，绝不趁机涨价，切实维
护消费者利益。同时与物价部门一道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借机哄抬
物价、搞价格垄断等行为。

此外，商丘市设立的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仓也设在该市场。该市
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扎实做好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所有进入市场的
进口冷链食品均需出示报关单和出
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核酸检测合
格证明等文件，随后，市场将再次对
货物、食品进行消毒和核酸检测，最
大限度阻断进口冷链食品的病毒传
播风险。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寒潮突袭，商城县北风呼啸，雨雪
交加。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许，双椿铺镇金寨村村委会委员肖家
才抢在风雪肆虐前，给自家蔬菜大棚
内的豌豆苗，又盖上了一层保温地
膜。随后，他冒雪到村里的蔬菜种植
基地转了一大圈，见个个蔬菜大棚都
盖得严严实实，这才放心回家。

“早就接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寒潮预
警和县农业农村局的生产提醒，我们提
前给所有蔬菜大棚都盖上了塑料薄
膜。考虑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气温会下
降到零下10℃左右。上午又紧急给蔬
菜再加盖一层，有了这‘双层保温被’，

就万无一失啦。”肖家才说。
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紧。鲇鱼

山街道办事处龙潭村康源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草莓种植基地里，负责人江
中海领着几位社员，正忙着搬来木头
碎屑和花生壳，在大棚里烧起火炉，
给正开花挂果的草莓取暖御寒。合
作社种有 120 余亩草莓，正值上市
期，容不得半点马虎。

从2020年12月25日起，商城县就
启动了重大气象灾
害（寒潮）三级应急
响应，及时发布天气
预警信息，提醒广大
农户对蔬菜大棚等
设 施 农 业 提 前 加
固，注意防寒，有条
件的建议使用增温
设备，避免大风降
温造成大棚损毁或
农作物冻伤。③9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
《军队装备条例》

以良好生态环境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仲田

迈好第一步 见新出彩豫

养老中心暖如春唐河

草莓用上“取暖炉”商城

花木“穿衣”盆景入棚鄢陵

下图 近日，郑州市商都路街道福禄街社区志愿者为辖区的环卫工人送上
红围巾和体检卡，为冬日增添一份温暖。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① 元旦前夕，工
作人员在郑州市枣庄供
热分公司联盟新城热力
站调节供暖温度，确保市
民温暖过节。⑨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图② 近日，为应对
寒潮，商城县双椿铺镇金
寨村村民为蔬菜大棚里
的豌豆苗加盖一层塑料
薄膜。⑨6 曹良刚 摄

①①

南阳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公司不再承担

政府举债融资职能。
特此声明。

南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28日

南阳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公司不再承担

政府举债融资职能。
特此声明。

南阳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28日

近日，潢川县公安局成功破获
一起跨境跨区域重大网络赌博案，
有力震慑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活
动。2020年 11月 1日，传流店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居民金
某开设网络赌场。接到报警后，潢
川县公安局迅速组织民警展开侦
查，经调查，侦查人员发现线上一
款名为“锦绣棋牌”的App与该案
部分环节有诸多重合。经过一个
多月缜密侦查，侦查人员全面查清
该起网络赌博团伙的核心架构、运
营方式、管理模式及资金流向，并
成功抓获开设网络跨境赌场的金
某、徐某、马某。通过顺线追踪，侦
查人员分赴湖南宁乡、长沙、湘潭
以及河南开封、信阳等地抓获犯罪

嫌疑人 6人，至此，该起重大网络
赌博案成功告破。据了解，打击跨
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以来，潢
川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
班，建立专人联络和信息共享机
制，强力推进。针对重要目标线
索,采取专案经营、统一侦查、整体
打击等多种形式,从跨境网络赌博
犯罪的人员网络、资金结算、技术
支撑等环节入手,统一开展侦查,
整体“断链”破网，形成信息共享、
协调联动、高效运转、合力攻坚的
工作格局。截至目前，该局共侦破
跨境赌博案件 18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43人，打掉网络赌博服务商1
个，扣押冻结涉案资金104万元。

（刘洋）

2020年 12月 28日下午，郑州
经八路街道召开了严肃社区“两委”
换届纪律专题工作会。社区“两委”
换届候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
由街道纪工委书记钱东方主持。

会上，首先由街道纪工委书
记钱东方现场领学并剖析点评
《金水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典
型案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警
示教育，敲响了换届选举纪律警
钟。随后，省委社区党组织换届
候选人代表徐建伟上台围绕换
届纪律谈认识、谈体会作表态发
言。党工委书记李华对全体换
届候选人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
并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充分了解
本次换届的政策，严格按照规定
执行，严肃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
行。二是强化宣传发动，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换届选举要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运用多种形
式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形成强有
力的宣传氛围，保证各党员、选民
的知晓率、参选率。三是要健全
人员组织，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各相关科室要齐心协力，互
相配合、形成合力，共同营造一个
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最后，街道纪工委组织候选人
进行了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签订
仪式，所有候选人员签订遵守换届
纪律承诺书，立下如果违反承诺自
愿接受处理的军令状,为社区“两
委”换届顺利进行夯实了基础。

(钱东方 何锋)

高度重视
成立专班 确保辖区安全

召开换届纪律专题工作会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论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扫码看全文

1月 2日，夏邑县太平镇龙港湾高效农业园，工人正在忙碌育苗，
种下新一年的希望。⑨3 王高超 摄

图③ 郑州市相关部门做好蔬菜基地防寒保暖工作，备足货源稳定菜价。市民正在
郑州市岗坡路菜市场挑选新鲜蔬菜（2020年12月30日）。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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