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32021年 10月8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马愿 赵大明 美编 周鸿斌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宋
敏）10 月 7 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
庆假期，全省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
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和旅客滞留现象。

据统计，7天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总
量约 1709.95 万辆，其
中享受减免通行费政
策的 7 座以下小客车
总量 1485.56 万辆，减
免金额10.27亿元。全
省道路运输总量预计
为535.88万人次，水路
运输总量预计为 12.19
万人次。

为确保旅客安全
出行，省交通运输厅成
立10个监督检查组，督
导道路客运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成立 8
个检查组，深入“两客
一危”企业开展暗查暗
访，联合省公安厅、省
应急管理厅集中约谈
问题隐患突出的 42家

“两客一危”企业。
“针对机场高速、

京港澳高速等车流量
大的重点路段，我们在
重点时段增派保通力
量，道路巡查与电子巡
查相结合，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确保不发生长
距离大面积拥堵。”省
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
人说，同时建立路警协
调联动机制，在易发生
交通事故路段增加清
障设备，快速处置各类交通事故。

此外，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
国庆假期，郑州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初
步统计累计执行航班3400多架次、发
送旅客超40万人次。③6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10月 7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国 庆 假 期 ，全 省 共 接 待 游 客
6675.07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为
322.32亿元。与 2019年国庆假期
相比，旅游接待人次增长 0.65%，
旅游收入恢复 64.21%。与 2020
年中秋及国庆 8天假期相比，按可
比口径计算，旅游接待人次增长
5.44%，旅游收入增长2.12%。

这是我省今年遭受汛情、疫情
后迎来的首个旅游黄金周。假期
前 3天，天气晴好，客流激增；后期
受阴雨天气影响，市场行情有所回
落。整体数据显示，全省旅游市场
突破种种不利因素，呈现出良好的
消费势头。

国庆主题贯穿整个假期，“中
国红”点燃爱国热情。龙门石窟、
红旗渠、银基动物王国、老界岭、南
太行等景区，红旗飘扬，游客共唱
爱国歌曲，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许
世友将军故里等红色景点游人如
织，八方游客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假日期间，国潮国风成为新亮
点，传统文化备受青睐。云台山推
出《七贤游园》国风演艺，芒砀山旅
游区举办汉服有礼·国风婚典季，
殷墟景区开展“乐游殷商”等一系
列集参与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
体的文化娱乐活动，让游客感受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清明上河园
景区的“十一奇妙游·演艺狂欢
节”，融合戏曲、杂技、武术等传统
文化元素，每天举办各类演出 170
余场，让国潮成为热潮。依托中原
文化打造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假期期间门票多次售罄，7天内主
剧场演出 98 场次，微剧演出 800
余场，接待游客超 10万人次，总观
剧人次超60万。

乡村休闲度假游开放式景点
受到游客热捧，嵩县、栾川、新县、
修武等地乡村游活动精彩纷呈。
新县老家寒舍、枫杨树下、西河恋
歌等精品民宿入住率超九成。

全省旅游市场筑牢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防线，运行平稳有序。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10
月 7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全省消费市场商品供应充
裕、价格稳定，市场秩序井
然，城乡居民节日消费热情
高涨，企业销售额明显增
加，消费市场呈现持续繁荣
景象。据商务部反馈，节日
期间河南 511 家重点零售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总额（营
业收入）52.93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7%。

为加快灾后消费市场回暖，各地纷纷
推出切实可行的促销举措，带动商家、平台
让利，共同惠及群众。据统计，郑州、开封
等 9市和兰考、滑县等 6个省直管县（市）
共计投入约12.43亿元用于促消费。商家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让利促销，销售额大幅
提升。据商务部反馈，节日期间全省495
家重点零售企业实现销售总额 52.55 亿
元，同比增长2.8%。

节日期间大家的钱都花到了哪儿？
聚焦“买”，传统节日商品热度不减，

中高端数码产品持续热销，家电消费提质
升级步伐加快。新人结婚、周年庆典扎堆
举行，带动服装、珠宝首饰、化妆品、烟
酒类商品销售增长；5G技术
加速手机等智能产品更
新换代，国产新款手机

销售火爆，带动假期全省通信器材类商品
销售额同比增长35.4%；大品牌、大尺寸、大
空间以及科技含量高、精致化的套系智能
家电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

聚焦“吃”，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婚庆
宴、团圆宴、亲朋聚餐、在线订餐成为节日
餐饮市场主角。各地在提振餐饮消费方面
做足文章，成效明显。如洛阳市举办老字
号嘉年华、老汤文化节；焦作市主打夜市美
食经济牌。据商务部反馈，节日期间我省
重点监测的16家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实现
3778万元。

聚焦“玩”，文旅消费更受青睐。自驾
游、省内游、周边游、本地游成为主力，据
监测，节日期间旅游带动全省汽油等石油
制品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21.5%。同
时，云游博物馆成年轻人度假新趋势，河
南博物院在支付宝推出互动小程序“一起
考古吧”，吸引超200万人“云逛展”，访问
量和收藏量在支付宝景区小程序榜上双
双登顶。观影方面，《长津湖》《我和我
的父辈》燃起观众的热情，节日
期间我省重点监测的 2家
影院累计实现票房收
入180万元。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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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322.32亿元 旅游消费势头强劲

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总额达52.9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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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0 月 3 日，游客在郑州建
业电影小镇内游览，感受浓浓的国庆
喜庆氛围。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10 月 2日—6日，在 2021
年秋季第三十四届大河国际车展上，
几十款首发新车、60余个实力品牌、
千款热销车型纷纷亮相。⑨6 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图③ 云台山演艺。⑨6 吴沛萌 摄

图④ 10 月 7 日，游客在固始西
九华山景区畅游山水间，打卡中原美
丽竹寨。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④④

③③

（上接第一版）
“大家都知道老朱脾气好，有啥事

找着他，他很少拒绝。”西华县检察院检
察长马灵钧这样说。

翻看该院汛情疫情防控工作群中的
照片，几乎每张都有朱金超的身影：转移
危险区域群众、加固险工险段堤坝、搬运
防汛防疫物资……他做的这些事，部里的
同事也是看了群才知道，问他为什么不让
大家一起分担，他说：“咱部门女同志多，
家里的孩子还都小，就不麻烦大家了。”

如果说检察官是满天星斗，朱金超
就是其中默默发光的那一颗，不停地闪
耀着光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一道光，不断地启迪他人

2021 年 6 月，西华县人民法院。
周口市首例以“套路贷”方式实施诈骗
的案件开庭，这也是西华县检察院近年
来受理的涉案人员最多的一起案件。

被告席上黑压压一片，对面的辩护
律师坐了好几排，望着这样的场景，有
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李琳还是手
心里渗出了汗珠。

旁边的朱金超察觉到了她的不安，
轻声说：“输赢不在人多少，这个案件咱
办了一年多，证据这么扎实，怕啥！再说
咱是代表国家起诉的，是正义的一方。”

想起朱金超的这番话，当年的办案
场景重回李琳眼前。

2019年 12月，西华县公安局以诈
骗罪报捕5名犯罪嫌疑人，可卷宗里上

亿元的涉案金额让敏感的朱金超察觉
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诈骗案，“会不会
是‘套路贷’？”他提出。

一场较量拉开大幕：朱金超带领团
队主动介入该案指导侦查，对公安民警
开培训交流会，就取证方向、讯问技巧、
讯问中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详细讲解。

一个个犯罪嫌疑人露出水面，证据
链越来越完整，涉案人数也从最初5人增
至百余人，在审查起诉环节，卷宗材料就
达800多册、电子数据光盘50余张。

在朱金超的指导下，庭审采取“电
子示证”的方式，将证据分类梳理，统一
制作成幻灯片，每一名被告人的犯罪过
程及所起作用，每一笔资金的完整流
向，一目了然。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庭审持续进行
了两天时间，首批 62名被告中有 60名
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庭审结束后，朱主任笑呵呵地说
‘这下踏实了，我得回家补觉去’，可朱
主任不知道，有他在，我们心里才踏实
啊！”李琳说。

知识广博、业务精湛的他，往往能
在迷雾般的案件中拨云见日。正因如
此，西华县政法系统几乎人人知道，检
察院有个“朱教授”。

1989年 7月，朱金超从中南政法学
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带着一肚子学问回到
家乡，成为当时全县政法系统唯一的法学
本科生。除了计财、装备和信息技术部
门，他在其他岗位上都干过，院里一多半

员额检察官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重要案件
也几乎都能看到他参与过的痕迹。

“朱主任常熬夜帮我修改起诉书，
小到一个词语、一个称谓都反复斟酌，
他的脑子就像个法律数据库。”检察官
王利娜评价道。起初，她觉得是老主任
记忆好，直到有一天看到了朱金超的电
脑，常用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分门别
类、整理得清晰明确，“他比大多数人都
要用心得多。”

这样的“朱教授”不仅影响着检察
人，西华县的法官、民警、律师队伍里也
不乏他的“学生”。

西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牛
新军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打电话咨询
问题，他都会不厌其烦地给你解答。你
问他一，他能答十，恨不得把知道的东
西全都教给你，直到你听明白为止。”

朱金超的离世，让周口政法系统的
同志惋惜不已，他的一位挚友含泪写下
挽联：

三十年相知，唯余兄长能容我；
一刹那惨别，复有难题可问谁？

一团火，热忱地温暖百姓

“妈，那个好领导——朱检察官，殁了！”
“胡说！你是又头发昏了吧？”

“真的。”
呜呜哭声之后——

“我不信，恁好的人咋会死啊？”
这是东王营乡一对母子——儿子

徐某、母亲宋某之间的对话。正是因为
朱金超的帮助，才避免了一场亲戚成仇
的悲剧。

儿子对母亲积怨很深，犯起浑来连
亲妈都打。娘家侄儿闻讯跑来“出气”，
把徐某打成了轻伤。一边是侄子，一边
是儿子，宋某左右为难。儿子这边反复
要求检察院监督，抓他“老表”入狱。

为了不让这一家人因讼生仇，朱金
超和同事们一趟趟往老人家里跑，啥法
儿都用尽了，终于母子和亲戚间的仇恨
烟消云散了。

老人很欣慰：母子关系越来越好，
儿子不仅不打她了，还隔三岔五看她，
前几天还给她买了月饼、鞋子。

老人很不解：那个从不嫌自己邋
遢，拉着她的手给她宽心的好人，咋说
没就没了呢？

“检察办案就是在办当事人的人
生。”朱金超办每起案件，总是心怀悲
悯，慎之又慎、想了又想，他传递着司法
温度，更恪守着司法原则。

2016年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案嫌

疑人是朱金超的同村人，嫌疑人托村里
长辈找到了他。

“超，咱能不能不起诉？”“老叔，这
种情况就算是我儿子我照样得起诉！”

他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说：“咱办
案不能让老百姓戳脊梁骨，你要记住，
你首先是人民的检察官，咱不能给自己
的单位抹黑，给检徽抹黑。”

扎根在基层，坚守在一线，朱金超
经手了数百起案件，努力在每一起案件
中体现公平正义。

群众的事是天大的事，自己的事却
放一边。“他儿子第二天就要结婚了，可
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头天晚上还在办公
室跟我们一起讨论案件。我们都劝他
等办完喜事再研究也不耽误，他却不紧
不慢地说‘我儿子结婚，我都不慌，你们
慌啥？’”陈卫敏一边流泪，一边回忆。

“要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和正义”，他 32年如一日这样做，像
一团火，温暖着周围的人。

一支烛，慷慨地燃尽自己

对于朝夕相处的检察官来说，朱金
超的忽然离去让他们心里空荡荡的，他
们多想再听听朱主任的声音：“你们放
心办案，有事我担着。”

“朱金超业务娴熟，人品很好。”“他
科班出身，法律功底深厚，很多疑难复
杂案件的研讨都离不开他。”“他做群众
工作有一套，老百姓都很信服他。”……
这是大家对他的评价。

这样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县检察院
在整理他的个人事迹时却在荣誉一栏
犯了难。年轻时多次受到省、市、县表
彰的他，近十年来，一项荣誉都没有。

王利娜说，自从跟着朱主任工作，自
己就立了四次个人三等功，最有资格得
这些荣誉的他总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顶了很多压力，让了很多荣誉，这
就是朱金超。

他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最爱检察制
服裤，喜欢抽烟，但从不抽好烟、贵烟，
总说抽不惯。

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
做人，这就是朱金超。

日前，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委托，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
专程前往西华县，看望慰问朱金超家属。

“朱金超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的品格高
尚、事迹感人，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
全省检察机关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新时代
优秀检察官的杰出代表。”段文龙说。

周口市政府为朱金超追记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个人二等功，西华县委追授
其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2 年，朱金超在入党申请书中
写道：“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即使
是在最困难和危险的时刻，也要毫不犹
豫地挺身而出，英勇奋斗！”

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人民检察官
朱金超用生命，留下了一道光辉灿烂的
检察之“光”。③7

检察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