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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勰

“管理不善导致粮食损耗这么大，
我非常惭愧，请大家以我为戒……”近
日，在开封市祥符区粮食系统召开的
以案促改会上，开封 0208粮油储备有
限公司负责人石某杰十分懊悔。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粮食购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环节。去年以来，我省纪检监察机关
深入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与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巡察互相
配合，省市县三级联动，“四项监督”贯
通协同，紧盯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
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涉粮乱象，全力守
好“中原粮仓”。

涉粮企业多、任务重，怎么查？
纪检监察机关通过督促自查自纠、专
项检查、重点督查、巡视巡察监督和
社会监督全方位织密“监督网”，对近
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巡视巡
察发现、法院作出判决、信访举报的
所有问题线索和案件开展大起底大
排查，切实做到问题线索一个不漏、
一查到底。

石某杰的问题就是源于信访举
报。去年7月，开封市祥符区纪委监委

收到反映石某杰对单位粮食严重亏损
情况置之不理的问题线索，迅速展开
调查。

经过初查，调查组了解到：开封
0208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4号仓和 6号
仓的粮食出库时，损耗数量超出合理
损耗90余吨。

“这不是个小数目，必须对储备粮
食的各个环节再进行细查……”调查
组组长高磊带领同志们，沿着仓库天
梯爬上 10多米高的库顶，发现了库顶
上几个大抽风扇。带着疑问，调查组
对石某杰进行了询问。

“当时为了完成收购任务，收的
好多粮食比较湿，晾晒入库后怕发
霉，我们就长时间开着抽风扇排潮气，
最终湿粮食变成超干的粮食，损耗就
大了……”面对调查组的“火眼金睛”，
石某杰说出了真相。

最终，石某杰等人因在粮食收购
期间责任心不强，收购环节把关不严，
导致 4号仓和 6号仓出现粮食严重超
耗，受到处分。

“粒粒皆辛苦”，短短五个字，道出
了粮食沉甸甸的分量。干部不作为、
不上心，导致出现重大损耗，难逃责任
追究。而涉粮腐败问题，如“转圈粮”

“空气粮”“升溢粮”“坑农粮”等，一方
面侵害农民利益，一方面套取国家资
金，性质更为恶劣，是专项整治的重
点。

修武县恒利粮食购销公司原负责
人崔某的案件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
例。

在修武县委第二巡察组对该县粮
食与物资储备中心开展巡察时，发现
恒利粮食购销公司 2017 年的粮食购
销款与入账金额存在严重出入。

“按规定粮食购销款需全部入账，
是不是有一部分没有入账？”巡察组工
作人员找到当时的会计了解情况。

“当时粮食存储的损耗率过高，如
实入账会影响公司合同的签订，所以
公司拿出了一部分购销款用于赔偿超
耗的损失。”会计表示，这是公司班子
集体研究决定的。

除了这些购销款，会不会还有其
他款项被抵用？巡察组将该问题线索
移交给了修武县纪委监委，修武县纪
委监委随即成立调查组进行核查。

调查组首先从查明粮食损耗实际
数据入手，详细翻阅了 2017年该公司
各粮库的出入记录，很快发现了端倪：
有一部分出售粮食的收款方是内部职

工。通过调取粮食入库视频、走访公
司员工，调查组锁定了崔某。

面对证据，崔某承认：为了填补损
耗粮食赔偿金的缺口，就将仓储粮低
价卖出去，整理除杂后，再作为新粮
高价收回，从中套取财政补贴。“为
了以假乱真，我们还安排人员在视
频监控下过磅、称重，模仿粮食售卖、
买回……”

最终，崔某受到党纪惩处。针对
本案暴露的问题，修武县纪委监委结
合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县粮食仓储情况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全面排查隐
患，健全完善粮食购销、储存全流程的
安全防控机制。

一个个“蛀虫”被挖出，一只只“硕
鼠”被严查。专项整治以来，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共排查问题线索 1489件，立
案399件，形成了有力震慑。

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共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以案
促改通知书等 125 份，督促业务主管
监管部门、粮食企业建立完善制度289
项，推动形成靠制度管权、管粮、管人
的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持久
性成效，为维护粮食安全提供坚强保
障。③5

□本报记者 李鹏

近来，个人收款码调整的消息引
发公众广泛关注。根据央行去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
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个人收款码将不能用于经营，
《通知》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个人收款码调整在即，对于我省普
通消费者、小微商户、银行及支付机构将
分别有何影响？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金融业内普遍认为，央行新规旨
在完善收款码监管，斩断跨境赌博等
犯罪“资金链”。目前，收款码分为个
人收款码和商户收款码，《通知》要求
有效区分两者使用场景和用途，以后
不能用个人二维码收经营性收款，用
于非经营的个人收款码仍可正常使
用。那么，如何衡量“具有明显经营活
动特征”？目前，市场正静待相关具体
标准的出台。

对于普通消费者日常支付来说，
体验和感受将不会受影响，还能维护
账户安全。那么，对于小微商户呢？

多位店主告诉记者，他们听说了
该新规，商家只需要把个人收款码进

行升级即可。也有店主担心，从个人
收款码转变为商户收款码，提款时会
产生一定的服务费。但更多商户表
示，影响的确是会有一些，但从资金安
全角度长久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

“我家的这几个都是商户收款码，
并且现在办理这些也很方便。”2月 22
日中午，郑州市金水区政七街上的一
家酸辣粉店，老板一边忙活一边跟记
者说。记者发现，多家小吃店和小卖
部，大部分都已办理过商户收款码。
商户们说，只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身份
证、银行卡信息，客户经理上门拍照后
几分钟即可进行收款。

影响较大的，是支付市场份额的
变化。各大银行和支付机构正纷纷

“抢滩”收单市场，积极推广自身的聚
合收款码。

“相比微信、支付宝商家收款码的
手续费费率，银行聚合收款码的综合
费率更低。”某银行业务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整合了微信、
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全渠道收款方
式，资金无需提现，可直接进入绑定的
银行账户。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张宇
果）2月 22日，在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的
东山华悦酒店，洛阳市市级示范性青
年驿站正式揭牌。

记者在这里看到，用作青年驿站
的房间已经整理完毕，房门上张贴有
青年驿站的标识，房间里拖鞋、毛巾等
日用品一应俱全，整体装修风格简约
时尚。

根据《洛阳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
市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洛阳将
着力实施青年安居保障工程，建设运
营青年驿站。而日前召开的洛阳市委
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高标准打造
一批“青年驿站”。

洛阳市青年驿站项目由洛阳市
委、市政府指导建设，由团市委、人才
办、文明办、财政局与各县区共同组织
实施，重点在洛阳城市区打造一站式
青年人才服务平台，为来洛、回洛青年
人才提供免费住宿、就业指导、社会融
入等服务，引导他们更快更好地选择
洛阳、融入洛阳、扎根洛阳，与洛阳一
起成长，共赢未来。

目前，该市已在洛龙区、西工区、

涧西区、孟津区、老城区、偃师区、瀍河
区、伊滨区和龙门园区建成青年驿站
21处，床位数量1500余张。

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时间原则上为
单人单次 1 天至 5 天，一年可申请 3
次，年累计免费入住时间15天以内。

申请入住青年驿站，需具备以下
条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
上毕业生（毕业当年、毕业前一年和后
一年均可）来洛赴企业应聘求职的，以
及 35周岁以下、具有中职或中专以上
学历的高级工以上技能型人才（须提
供学历证明和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就读高校和户籍
所在地均为洛阳城市区以外且在洛阳
城区无自有住房（驻洛高校应届毕业
生毕业后，仍在就业期内的可申请）。

满足条件的青年需提前 3天至 5
天，登录洛阳网微信公众号或洛阳青
年微信公众号的洛阳市青年驿站网上
服务系统，按照就近原则选择入住站
点，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注册申请。48
小时内将收到资格审核通知。收到申
请成功短信后，即可凭居民身份证在
申请入住当天，到青年驿站按酒店入
住程序办理入住手续。③9

个人收款码调整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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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为你提供免费住宿驿站

亮剑护粮，纪检监察机关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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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向前

“2的谐音是爱。今天是 2月 22日，农
历正月二十二，又是星期二，加上我们两
个人，全是 2、全是爱。能在今天领到证，
真是太激动了。”2月 22日上午，领证人员
爆满的郑州市二七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宋亚猛拿着登记处当天制作出的第一张
结婚证书，幸福满满。

结婚是人生大事，很多人都会精挑细
选结婚的日子。因“2”与“爱”谐音，2 月
22日便成了新人领证结婚的热门日期，被
网友们称作“最有爱的日子”。为“抢到”
这一天的结婚证，一对对新人早早行动，
将郑州市多个婚姻登记处的结婚登记预
约一抢而空。当天，二七区婚姻登记处在
有序办理网上预约的 120对新人的结婚证
外，又不断放号，上班半小时已紧急加号
50个。

登记处布置得温馨可爱，设置有新人
爱情打卡区，“我们结婚啦”的祝福语被
气球装饰得喜气洋洋，供新人们拍照留
念。宋亚猛和爱人马爽早上 7点来排队，
心愿得偿，在预约的新人中最先拿到证
件。“这个结婚证，是我们爱情最真诚的
礼物。”宋亚猛的话令身旁的爱人脸浮娇
羞。

郑州市二七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
桑可说，婚姻登记处如此火爆的场面还是
第一次见到，祝福新人们生活幸福，也希望大
家婚事高效办、新式办、文
明办，身体力行移风易俗。

省 民 政 厅 统 计 数 字
显示，截至 2 月 22 日 16
时，当天全省共办理结婚
登记 16179 对，是前一个
工作日的 5倍。③6 扫码看视频

图①② 2月 22日，被网
友们称作“最有爱的日子”。
在郑州市二七区婚姻登记处，
新人在领取结婚证书。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上接第一版）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提升标杆抓落实，
按照省委和省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开
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要求，坚持

“三个一流、四个之家”标准，查找不
足，与时俱进，用创新思维和举措做好

工作。要提振作风抓落实，营造勇于
担当、精益求精、风清气正、争先创优
的浓厚氛围，用心、认真、细致做好每
一项工作，在投身党的事业中不断成
长进步。

省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汪
中山参加会议并作发言。③6

（上接第一版）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
动融资创新，坚持项目为王，强化水利
这个根本。要深化水利工程建管体制
改革，构建流域集约化管理体系，做强
水利投资公司，打造水工“省队”，立稳
水工这个支柱。要在总体设计上打破
行政区划界限，在试点基础上分步稳妥
拓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在纵向上贯通水
务供排一体化，做强水务这个主业。要
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化“四水同治”，

加快推进重大治水工程建设，狠抓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强力推进城乡供水

“四化”，统筹抓好水利重点工作。
周霁要求，要强化答卷意识，以“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载体，提升能力、
锻造作风，拿结果说话，用实绩交账，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与会人员观摩濮阳市治水兴水工
作，濮阳、南阳、信阳、焦作、安阳市作交
流发言。③5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站位 提升标杆 提振作风 抓好落实

力度再加大 措施再强化 责任再压实
切实把“五水综改”各项任务落细落地

近日，在省纪检监察机关全员学习培训动员会上，郑州
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纪检监察干部有幸听到河南獬豸智能
技术研究院院长赵章红关于“元宇宙”的讲解。赵章红表示

“元宇宙”与纪检监察工作相结合，将在廉政建设、组织协调
反腐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三维可视化教育系统等平台
的建立，可以通过AI（人工智能）、大数据助力学习，提高纪
检监察干部办事效率和质量；可以构建MR（混合现实）违
纪违法体验馆，让领导干部直观体验堕落腐败深渊的后果，
时刻自警自省，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感叹当代科技发达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如何更好地
拥抱“元宇宙”，并将它应用在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当中，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丰庆路街道在2020年 8月份，创新打造
了杲村廉政教育基地720度VR全景展示平台，将元宇宙的
VR(虚拟现实技术)与纪检监察工作相结合。通过“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模式，让辖区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全方位接受
廉政文化的洗礼，开创了廉政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打造VR
全景展示平台不是终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元宇宙”技术
应用完全可以在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当中实现和普及，大幅
度提高办案的工作效率，从而助力纪检监察工作的顺利开
展。 （马精沛）

运用科技手段 助力廉政教育
“特别感谢你们前来为我们检查春

灌用电线路，每次这个时候都能看到电
力‘红马甲’的身影。”近日，国网濮阳县
供电公司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走
进庆祖镇刘榆林头村，该村村民向前来
检查春灌用电线路的服务队员表示感
谢，这也是该公司开展春耕前安全用电
大检查活动的一个缩影。

当前正值小麦返青期，为保证稳产
增收，辖区内各乡镇即将迎来春灌保苗
的高峰期。为保障农民春灌时可靠用
电，该公司总结往年春灌保电经验，完善
今年保电方案，提前行动，精心安排，将
满足农民群众的春灌用电需求作为当前
首要任务，组织6个中心所成立20支焦
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分别深入各乡镇开
展春灌前线路设备检查和安全用电宣传
工作。

该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对辖区内
供电设备及相关的临时用电设施进行

拉网式排查，特别是对涉及春灌用电
的线路和设备进行重点检查和维护；
抓好春灌前供电设备巡视消缺工作，
增加对春灌所涉及线路和设备巡视次
数，严防线路遭到外力破坏和鸟害等
因素引发事故；组织技术人员通过无
人机巡线和红外测温等方式提高巡查
效率和严谨性，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
及缺陷，从源头上保证春耕期间供电
设施“零缺陷”，保障农排线路和设备
安全可靠运行。该公司党员服务队还
义务为农户检查水泵、电源线、漏电保
护器等排灌用电设施，协助农户包裹
破损电源线、测试泵闸，解决农户浇地
用电后顾之忧，做到不留隐患，不藏死
角，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同时，该公司党员服务队走村入户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春灌期
间安全用电知识，发放安全用电常识宣
传册，并在乡村主要路口、村口等醒目位

置张贴警示标语、宣传画册，宣传安全用
电知识，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用电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借此机会，该公司党
员服务队还帮助居民对家中线路、漏电
保护器等用电设备进行“地毯式”排查，
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维护，对
村庄内用电设备进行巡视巡查，确保居
民用电“零隐患”。此外，党员服务队队
员主动向居民送上供电服务连心卡，与
农户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农户春灌用
电需求，认真解答群众提出的用电疑难
问题，积极征求农户对供电服务意见和
建议并详细记录，为春灌用电增设“绿色
通道”，切实增强群众用电“满意度”和

“获得感”。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深入农田开

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用电宣传工作，牢记
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始终将农民群众
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春灌提供坚实电力
保障。 （王凌博）

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红马甲”贴心服务 保春灌电力十足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纪委持续开展疫

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深入各社区、饭店、超市等人员密集
区域，对标相关要求，重点对来访人员登记、体温检测、查验
行程码及健康码、防疫物资储备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强化监察力量，乡村两级联动。积极发挥社区监察
联络员监控“探头”作用，形成乡、社区监察合力，对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落实、疫苗接种宣传等多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强化靠前监督，激发内生潜力。乡纪委通过查阅村级资料、
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对照户籍人口信息核对接种人员台
账，实地走访乡卫生院、社区等重要防控点，收集汇总疫情
防控一线的困难与问题，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在乡
纪委的推动下，全乡应接种率不断提升。强化执纪问责，凝
聚防疫动力。乡纪委深入查纠疫情防控期间不担当不作
为、消极应对工作等问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
铁的纪律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在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期间，面临外出人员返乡高
峰，乡纪委把持续推进冬季疫情防控监督作为日常重点工
作之一，督促各级部门对防控重点和薄弱环节进行漏洞再
排查、防线再加固，以有力监督推进疫情防控有效落实。”该
乡纪委书记表示。 （李变娣）

守住生命“安全线”疫情防控“不松动”

图③ 2 月 22日，
一对新人在平顶山市卫
东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
登记。⑨6 王蔚琼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