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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月15日是
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由省委高
校工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家安
全厅等联合主办的2021年全省教育系
统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全省60
万余名大中小学生通过观看线上直播
的形式，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

本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掀起了全
省教育系统学习宣传国家安全知识、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高潮，进一
步增强了大中小学生的国家安全意
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凝聚起维
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高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战场，
就如何引导青年学生积极践行国家总
体安全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团委书记张晓静说，课堂是主
渠道，要通过在课堂上的相关知识学
习，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提高
辨别能力。同时，通过课外主题团日
活动、主题党日活动、主题班会等，增
强大家的国家安全意识。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 月 15
日，记者获悉，省委政法委下发决定，
在全省政法系统和广大政法干警中
开展向朱明明同志学习活动。

朱明明是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四大队大队长，1983年出生。参加工
作以来，她始终坚持在基层一线，对党
忠诚、恪尽职守、敢于担当、无私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政法干警

“忠诚、干净、担当”的初心使命，是新时
代政法干警的优秀代表，多次受到各
级表彰奖励。2020年12月6日，朱明
明作为我省唯一代表，被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联合表彰为“最美公务员”。

全省广大政法干警要以朱明明同
志为榜样，坚持司法为民，保持公仆情
怀，立足本职，真抓实干，勤奋敬业，无
私奉献，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
法治河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决定指出，学习朱明明同志对党
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质。朱明明
同志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的工
作思路，树立以支部建设高质量促进
业务工作新发展的理念，打造出河南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这支能
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人民警察队伍。

学习朱明明同志恪尽职守、刻苦
钻研的职业操守。朱明明同志坚持
把“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足本职，勇于
创新，矢志献身政法事业。在省女子
劳教所职能转型为女子强制隔离戒
毒所时期，她带领攻坚小组，系统研
究戒毒人员教育戒治方式方法，为戒
毒人员回归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学习朱明明同志敢于担当、迎难
而上的奋斗精神。在全省开展吸毒人
员“大收戒”专项行动中，她带领干警连
续作战，在身体持续低烧的情况下仍
然带病坚守岗位、不下火线，在短短1
个月内完成了全所40%的收治任务。

学习朱明明同志无私奉献、心怀
大爱的高尚情怀。在戒毒管教一线，
朱明明始终坚持用爱心、信心、恒心、
诚心、耐心对待戒毒人员，用真情铺就
戒毒人员重获新生、回归社会的道路。

当前，全省政法系统正在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深入学习朱明明同志的先进事
迹，对于弘扬英模精神，营造学习英模、
崇尚英模、争当英模的良好风尚，激励
广大政法干警牢记初心使命、争先进
位出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③4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雪娜 通讯员 殷康 王甜）“洛阳制造”
再添新成员。4月 15日上午，国网新
源“洛宁号”超小断面TBM（硬岩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在新安县正式下线。

此次下线的“洛宁号”TBM，将
用于国网新源河南洛宁抽水蓄能电
站（以下简称“洛宁抽水蓄能电站”）
排水廊道及自流排水洞的开挖建
设。它是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在“文登
号”TBM成功应用的基础上，自主研
发 的 全 球 首 台 改 进 型 超 小 断 面
TBM，可有效解决超小半径转弯掘
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实现“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提效”，是我国在掘进
机技术领域的又一重大技术改进。

据介绍，“洛宁号”TBM开挖直径
为3.5米，整机长度为39米，刀盘重量
达到27吨，整体大小只有常规TBM的

30%左右，具有高效破岩、高强度、高机
动性、强耐磨保护等特点，计划在洛宁
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中掘进5000米。

“抽水蓄能电站相当于电力系统
中大的蓄电池。电站建设过程中有大
量的地下洞室需要开挖，其中小断面
的排水廊道和自流排水洞以前均采用
人员钻爆法进行施工，效率低、安全风
险高。”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洛宁项目负
责人施云龙介绍，TBM被形象地称为

“钢铁穿山甲”，TBM施工技术具有安
全风险低、环境影响小、自动化程度高
等优点，引入 TBM 能够较大幅度提
高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

据了解，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位于
洛宁县涧口乡，总投资88.8亿元，计划
于2026年竣工投产。电站建成后，主
要承担河南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
调相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③8

发现泄密行为时，我们应
当采取哪些措施？

拾获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
和其他物品，应当及时送交有关机
关、单位或保密工作部门。发现有人
买卖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
他物品，应当及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
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处理。
发现有人盗窃、抢夺属于国家秘密的
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有权制止，并
应当立即报告。发现泄露或可能泄
露国家秘密的线索，应当及时向国家
安全机关举报。

对于哪些行为需要抵制和
举报？

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
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
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等，对这些行为

都要坚决抵制。有境外背景的组织
和个人，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煽动其
与政府对抗；可疑人员未经批准到内
部作调查，进行科技、经济、企业等情
况搜集；境外组织和人员出现在我军
事、保密单位周边，乘机盗取秘密情
报和信息等，发现以上情况，要立即
向国家安全机关及有关部门举报。

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应该
做什么？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
可为。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防范和
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发生。在
微信朋友圈晒照片，要注意照片中的
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
地未经允许拍摄。表达爱国情感，要
采取合理合规的方式，不要被不怀好
意的人挑唆利用，更不要在社交平台
发布不该发的言论和照片。机关单
位的电脑内外网不能混用，不在内网

专用电脑上使用无线网卡、无线鼠
标、无线键盘等无线设备以及外单位
的存储介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加
强对病毒的防范，不把涉密信息发到
互联网上。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如何举报？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举报：
电话举报，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
理电话 12339；线上举报，登录国家
安 全 机 关 网 络 举 报 受 理 平 台
www.12339.gov.cn；实地举报，前
往当地国家安全机关直接举报。

国家安全机关为举报人严格保
密，对举报情况和线索经查证属实
的，根据其重要程度给予举报人适当
奖励。对故意捏造、谎报以及诬告陷
害他人，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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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名学生同上一堂课 全省政法系统开展
向朱明明同志学习活动

现代“钢铁穿山甲”洛阳下线

4月 15日，位于郑州经开区的
上汽集团郑州基地，总装车间里一
派忙碌景象,维修工程师龚长明和
工友们穿梭在智能化安装设备之
间，时刻关注着设备的运行情况，
随时准备排除隐患。

“厉害！通过闻气味、听声音就
能识别故障”“佩服！日常工作巡检
设备总能发现瑕疵点”……说起龚长
明的维修技术，工友们常说，“找到
他，就像在医院里挂上了‘专家号’。”

中医讲“望闻问切”，给机器看
病，龚长明用的也是这办法。“望的是
设备有没有异常变化，闻的是机械设
备运转中各个‘关节’的响动，问的是
机器运转的日常情况，切的是用检
测工具测量并制定整体维修方案。”
他说最要紧的是当个有心人。

从 2005年参加工作进入汽车
行业，到2017年入职上汽集团乘用
车郑州分公司，再到2019年兼任维
修工程师牵头人、成立“龚长明维修
电工技能大师工作室”，今年 38岁

的龚长明一直在深耕设备维修。
不忽视一个小细节、不放过一

个小问题，龚长明牵头工程师团队
协同维修工段，仅 2020 年就累计
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197项，共同制
定设备应急预案 46 项，全年完成
应急预案演练 84 次，有效消除了
安全隐患，保证总装车间全年生产

计划完成率达到 100%。
为了给公司“降本增效”，一年

来，龚长明他们共搜集有效建议300
余项，其中，仅《四合一加注机可视化
改善》项目就为公司降低成本 25.7
万元；仅去年全年就完成备件国产
化、自制化158项，3年累计降低成本
近370万元。

面对质量难题，龚长明和团队
不断进行技术攻关，多次完成现场
制造质量改善：四合一加注机防错
改善，从根本解决了变速箱油错漏
加问题；涂胶质量优化提升，解决了
AP31玻璃溢胶问题，提高涂胶工序
车辆下线一次合格率。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龚长明
协同维修团队引进多种智能制造
项目，联合规划并制定《轮胎机器
人自动安装系统》方案，预计实施
后能降低作业人数12人……

“干好设备维修工作，靠的是
日积月累，更是对工匠精神的坚
守。”龚长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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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筑梦”——走近郑州大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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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电的状态下，在10千伏
的高压线路上进行清障、检修、隐患
处理等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
想。“高空舞者”、电网“特种兵”……
人们爱这么形容王云龙的职业，可
他更喜欢“无感”电力服务者这个称
谓。他说：“大家用电‘无感’才是我
们的追求。”

1979年出生的王云龙，1999年
年底转业成为电力系统的一名新
兵，2002年进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供电公司，被分到带电作业班。

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 19年。
记不清爬过多少次线杆，数不出进行
多少次带电作业，凭借自己的一颗匠
心，王云龙从一名配电工作的青涩学
徒成长为郑州供电公司带电班班长、
带电行业资深专家、副主任检修师。

王云龙不怕苦。2009年冬，暴
雪突袭郑州，使市区21条配电线路
跳闸停电。当天凌晨，接到抢修通知
的他和同事立即投入“战斗”，爬冰卧
雪，逐条逐点进行配网故障处理。近

48小时的人不卸甲，所有线路终于全
部恢复通畅。19年如一日，这样的事
不胜枚举。

王云龙爱钻研。2011 年备战
“河南省电力公司配电线路带电作
业技能竞赛”，他自制了一套专用工
具，使本该在40分钟完成的作业项
目只用 3 分 04 秒就完美收官。多
年来，他和团队共申请各项国家专
利20多项，参与编写相关专业书籍
十多本。这些专用工具和作业方
法，目前已广泛应用在配网带电作

业的各个现场。
王云龙耐得住寂寞。作为“河

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国家电网生产技能
专家”，近年来，他拒绝了很多名利，
先后培养技师、高级技师十余人，为
全省培养配网带电作业技能人才百
余人，帮助多个县公司完成配网带
电作业从无到有的转变。

“很多人说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
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因为

‘无感’就是最好的服务。”王云龙说。

王云龙在检修线路

龚长明在检修设备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 尹江勇）4月 15日，在第六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河南粮食安全宣教馆开
馆仪式在河南郑州兴隆国家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兴隆
粮库”）举行。据悉，这是全省首家粮食安全宣教馆，粮食
安全宣教有主阵地了。

河南粮食安全宣教馆建筑面积330平方米，分为“序、
粮、仓、安、论”五大板块，以有关领导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
指示精神开篇，“粮”主要介绍河南省农作物种植的品种及
其起源；“仓”主要介绍古今中外粮食储藏方式方法的演
变；“安”主要介绍国家在各个时期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

“论”主要介绍粮食安全与国家繁荣、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
和中国梦的关系。

宣教馆选址在兴隆粮库惠济库区内，一方面是出于
交通便捷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为了依托仓库现有比较完
备的粮食储藏仓型和具有时代感的附属设施，让参观者
在接受粮食安全教育的同时，也留住关于粮食、关于郑州
粮食发展的城市记忆。

河南粮食安全宣教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围绕粮食安
全、科技兴粮、安全储粮、爱粮节粮、健康食粮、制止舌尖上
的浪费等内容开展科普教育，传播粮食文化，让更多人关
注粮食安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③8

全省首家粮食安全
宣教馆开馆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我是一名戒毒警察。在我看来，
吸毒人员是违法者，也是病人，是毒品
的受害者。只要能帮助她们走出阴暗、
回归社会，再苦再难也值得。”4月 15
日，在全省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洛
阳站会场，掌声不断。河南省女子强
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支部书记、大队
长朱明明作为司法行政战线的英模代
表讲述了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女子戒毒所一线警察全部是女
性。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朱明明和同
事已连续封闭执勤 26天，按原计划，
再有两天就可以轮岗回家了，命令却
突然传来，场所启动最高勤务等级，
全体在岗人员“一战到底”。

一边是翘首以盼的家人，一边是
职责和使命。作为临时第二党支部书
记，朱明明按捺下对亲人的牵挂，写下

“军令状”，“疫情不除，我们不退！”
封闭执勤期间，朱明明腿疼难忍，

每天依靠止疼片强撑着工作。因为耽
误病情，后来她被诊断为椎管肿瘤。经
过治疗，朱明明又回到了岗位，戒毒人
员抹着眼泪说：“朱队，我们想你了。”

连续封闭执勤 65天、1560 个小
时，累计封闭执勤 163天、3912个小
时，朱明明和全省监狱戒毒系统的战
友并肩作战，严防严控，实现了场所
安全稳定和疫情零传入的“双胜利”。

照顾病中的戒毒人员，帮助戒毒
人员寻找家人、上户口、找工作……
这些故事经常在朱明明和战友们身
上上演。“尽管有些事情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职责范围，但只要有 1%的希
望，我们就会尽100%的努力，因为我
们始终坚信，我们多做一点，就把戒
毒人员往新生的道路上多拉一步。”

“每当走出戒毒所的人打来电
话，说她们现在过得很好时，我的内
心都充满了力量。我将扎根一线，将
滚烫的爱播撒在平凡的岗位上。”报
告会上，朱明明的语气坚定。③9

朱明明：将爱播撒在平凡岗位

4月 14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人民路派出所和分局巡特警大队
民警在辖区学校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活动。⑨6 刘书亭 摄

□本报记者 陈慧

近日，“红火蚁入侵我国12个省份”
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农业农村部等9
部门联手部署阻截行动。河南所幸尚未
发现红火蚁踪迹。4月15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
全法》）施行，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乃是其中重要一环。

新法实施之际，记者走访得知，像
红火蚁这样的外来入侵生物在我省不
在少数，有些入侵者已经对生态系统
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

2017年以来，在国家林草局支持
下，省林科院对河南外来植物进行了
系统调查与研究，经过 5年多的调查，
目前调查记录了300多种外来植物。

我省植物分类专家、省林科院城
市林业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齐瑞说，
像人们熟知的水花生，正名是喜旱莲

子草，已经入侵到全省各地水域，使水
体富营养化，严重影响当地原生水生
动植物；在农田尤其是麦田中常见的
毒麦，在河南南部已成为威胁小麦生
长和影响其产量的有害杂草之一。

因为到了更加适宜的新环境，少
了天敌或病虫害等抑制，很多外来生
物繁殖迅速、肆意扩张地盘。如在我
省黄河以北地区发现的黄顶菊，一株
能结上万粒种子，与周围植物争阳光、
争养分，被称为“生态杀手”，虽然在河
南出现时间不长，但潜在威胁较大。

外来入侵动物带来的危害，更是
立竿见影。

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的癌症，
松树一旦染病，目前无药可治，只能枯
死。据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松材线虫病已经从最初
的新县一个县扩散到周边多个县市，
并对全省有松林分布的区域形成巨大

威胁，我省已启动五年除治攻坚行动，
控制其扩散蔓延势头。

美国白蛾是我国公布的首批外来
入侵物种之一，属极度危险的食叶类
害虫，也是我省重点防控的重大林业
有害生物。其繁殖量大、暴食性强，在
我省一只雌蛾年平均繁殖后代 3000
万头，危害树木、农作物、蔬菜等 300
多种植物。我省各地分区域强化联防
联治，2020年，全省三代美国白蛾累计
发生面积145.21万亩次，较 2019年减
少8.41万亩次。

那么，这些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又
是怎么在河南扎下根的呢？

省林科院科研团队对加拿大一枝
黄花、毒莴苣、南美车前等河南近年出
现的强入侵植物进行重点调查后发现，
加拿大一枝黄花主要传播途径是通过
沪陕高速进入我省，并一路向西扩散；
毒莴苣利用种毛粘在交通工具上，迅速

传到各大公路两侧，进而传到各大农
区；南美车前通过从南方调运的带土球
苗木传入我省；而豫西山区各景观、景
点种植以月见草为主的柳叶菜科观赏
植物，造成逸生，目前包括鲁山、西峡、
卢氏等深山区已形成大片群落，严重侵
占了本地植物的生存空间。

未来，我省与国外同行进行种子
交流、苗木引进会越来越频繁。对此，
王齐瑞认为，我省急需建立外来植物
风险评估机制。

《生物安全法》也对擅自引进、释
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等行为作出明确
规定。其中，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
物种的，除没收引进的外来物种，还将
处以 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
责令限期捕回、找回并罚款。情节严
重的，《刑法》还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③9

生物安全法开始实施

擅自引进外来物种将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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