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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在郑州成功

举行了 $河南省第四届无线电监

测技术演练%& 全省
!"

个省辖市

无线电管理派出机构参加了此次

演练&

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

卫星通信和微波通信在军事国防'

工业生产'经济活动'公众通信'广

播电视传媒等多领域中获得了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某些团体和个

人私自设置工作在微波频段的无

线设备#甚至非法设置卫星下行信

号干扰器发射无线电干扰&由于这

些非法设置的卫星下行信号干扰

器#造成证券公司和业务单位的卫

星数据链路中断'广播电视卫星接

收站收到的图像马赛克甚至黑屏

和伴音中断&

此次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适时开展的& 各无

线电管理派出机构参加演练的团队

使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圆满地完

成了真实环境下设置的卫星下行信

号干扰器干扰的查找任务# 达到了

演练预设目标&

!"

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在郑举行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

我省对事故责任追究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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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洪涛(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主任记

者&

&##'

年从事新闻工作#现任

洛阳电视台社教中心主任&

他长期从事新闻采访' 编辑

和策划'创办新栏目的工作#先后

在工作岗位上为洛阳电视台创造

了多个第一&曾先后创办)三维万

象*')新视*')今日开庭*')法制

时段 *')金色田野 *')周五面对

面*')成长*等名牌栏目&著有)新

视点*')跋涉*两部专著&

('')

年
%

月# 洛阳电视台改

革后#作为社教中心主任#贾洪涛

在全台第一个按市场化运营模式

管理电视台三频道#开创了洛阳电

视产业全新的运作模式#并创办了

)法制报道*')河洛论坛*')法眼天

下*等新闻和专题节目&

(''%

年他

参加全国青少年科学与艺术大

会# 作为全国唯一的青少年教育

工作者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他多次荣获市级先进工作

者'洛阳市首届$十大杰出新闻人

物%'第六届$洛阳市十大杰出青

年%'$河南省五四青年标兵%等荣

誉称号& 他所率领的团队也先后

荣获了$河南省青年文明号%'$河

南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

青少年科学与艺术实践基地%等

荣誉称号&

!%

河南省第三届十佳新闻工作者事迹简介

许明道(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主任编

辑&

&#"%

年从事新闻事业#现任

河南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

该同志坚守新闻工作者的社

会责任#组织和参与了多项重大战

役性报道&无论是作为记者参与采

访#还是作为制片人组织直播和协

调策划#每一次他都能够发扬团队

精神# 克服活动过程中的种种困

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
+

+

&,

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 他作为河南电视台第一批奔

赴抗震救灾前线的记者和报道组

负责人# 带领新闻中心十多名记

者#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

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不仅要进

行选题策划和组织协调# 还经常

和记者们一起冒着余震' 塌方等

各种危险进行采访# 遇到困难和

问题# 总能出现在最前线#

,'

多

天里采制了近
,''

条鲜活生动的

电视新闻和专题报道&

作为电视栏目制片人# 许明

道同志总是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言传身教# 千方百计为年轻记者

创造尽快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以

自己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廉洁自律

的作风培养和带动年轻记者& 近

年来# 先后有十多名年轻记者在

他的帮助下成为业务骨干&

!%

杨 中( 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大专学历&

&##'

年从事

新闻工作# 现任河南人民广播电

台经济广播副总监&

他热爱党和人民的新闻事

业#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工

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在担任

主持人期间#几乎参与主持过从

早晨开播到夜间结束所有节目#

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及事故 &

&##)

年以来#他在工作之余还坚

持编辑录制一些长篇小说或纪

实文学作品 #如 )三十八军在朝

鲜 *' )天网 *' )抉择 *' )突出重

围*等& 作品播出后接到大量听

众来信来电#纷纷要求重播& 他

除了大量的广播实践外#还注重

广播理论方面的探讨#撰写了一

些颇有见地的论文#在业内产生

了一定影响&

该同志热爱广播事业# 遵守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对自身

要求十分严格#遵纪守法#一身正

气& 从业十八年#工作兢兢业业#

作风扎扎实实# 历年年度考核中

多次获得优秀&

,''+

年担任频率

副总监以来#认真研究管理工作#

思想不断进取创新# 承担了大量

较为繁杂的业务工作和员工思想

工作# 为频率正常运转做出了积

极贡献&

!%

范廷僚(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编

辑&

&##+

年从事新闻工作#现任

许昌日报社副总编&

他主持许昌日报编务工作以

来#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创造性地

走出了一条地市级党报改进新闻

宣传工作的新路& 在他的努力下#

许昌日报办报水平和办报质量大

幅提高#连续两届获得河南省$十

佳报纸%荣誉称号#在全省报纸编

校质量评比中# 连年名列前茅#

,''%

年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他理论功底深厚# 业务研究

成绩突出# 出版了
&-

部专著#在

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

篇&

他业务精湛#新闻敏感性强#采写

了一大批在全省都叫得响的好作

品# 连续
+

届
%

件作品获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多篇作品

获河南新闻奖' 中国地市报好新

闻奖#其中一等奖
+)

件&

他注重新闻策划# 善于打硬

仗& )许昌日报*关于十七大的宣

传报道# 得到省委宣传部新闻阅

评的充分肯定& 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 他除组织许昌日报全力开展

支援灾区的宣传报道外# 还主持

策划成立采访小分队# 赴四川江

油抗震救灾一线采访报道# 采写

了大量宣传抗震救灾的稿件&

!%

庞向辉(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主任编辑&

&##-

年从事

新闻工作# 现任河南日报新闻出

版部副主任&

他是河南日报采编岗位目前

连续从事夜班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员之一#是一名出色的新闻$把关

人%和$营销师%#是全国省级党报

唯一一家$全国青年文明号%的负

责人&

他
&+

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

夜编岗位一线# 把自己的心血融

入到了每一个版面'每一篇稿件'

每一条标题之中,他勇于创新#成

绩突出# 策划和采写的新闻作品

荣获省部级以上新闻奖
*'

多项#

其中一等奖
&"

件& 他的作品从

$拜祖大典%到$中博盛会%#从$深

度撞击%到$嫦娥奔月%#从$海湾

战争%到$阿翁病逝%#浓缩了近年

来省内国内国际重大新闻# 充分

显示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综合驾

驭全局的能力&他策划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特刊和$活跃在

中非大地上的河南人%专版等#彰

显了地方媒体的国际眼光和战略

思维# 实现了重大时政新闻本地

化的突破# 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

的充分肯定& 他年均审读版面近

千块'编审稿件数百万字#从未出

现过政治性'政策性偏差&

!%

施书芳(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

年

从事新闻工作# 现任大河报社科

教文卫新闻采访部主任&

作为一名骨干记者# 在采访

中#他经常深入现场#作风扎实#

吃苦耐劳#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通过多种新闻报道形式# 将重大

新闻事件生动地报道出去# 获得

了方方面面的好评&

,''"

年初# 南方不少省份遭

到罕见冰雪天气的侵袭# 当时#南

下的长途车'飞机'客运火车全部

停运#只能乘坐闷罐车前往#他挺

身而出#在闷罐车内席地而卧& 在

寒冷'噪音'长时间苦等'解手不易

等极端困难情况下#他只吃了
+

根

火腿肠'喝了半瓶水#在车上敲出

了
*'''

多字的稿件& 在衡阳的一

周时间内# 他一直在救援现场采

访# 平均每天睡眠不足
*

个小时#

详细报道了河南交通救援队从出

发到救援的动人经历&由于表现突

出#被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火线

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汶川大地震后# 施书芳第一

时间赶往地震灾区采访# 冒着不

断余震的危险# 在北川' 在都江

堰'在德阳'在安县'在救援客车

上#他早出晚归#采写大量稿件#为

抗震救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董文安(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

年

起从事新闻工作# 现任医药卫生

报新闻部主任&

今年四川
+

+

&,

大地震发生

后# 他随我省卫生系统救灾队伍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在抗震救灾

第一线坚守
*'

天#采写了大量报

道# 被数十家媒体刊播
)''

多篇

次#是河南记者中坚守时间最长'

发稿最多的记者之一&

他是河南记者中反$法轮功%

邪教组织第一人# 在中央作出取

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前一年#他

就编发了)违法坑人$法轮功%*的

报道#揭露$法轮功%反科学'反人

类的邪教本质#面对$法轮功%顽

固分子的围攻和威胁#毫不畏惧#

报社因此获得全国反$法轮功%邪

教组织先进集体&在抗击非典时#

他在一线战斗了
)'

多个日日夜

夜# 负责编辑的两期抗击非典特

刊被分发到全省各个社区和农

家,他本人还深入非典隔离区#采

写了
*''

多篇相关报道# 是当时

发稿最多的记者&

他采写的新闻报道多次获得

河南省新闻奖# 他本人也获得了

河南省抗洪救灾新闻报道先进个

人'抗击非典先进个人'抗震救灾

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

于红霞(女#

&#))

年出生#大

学本科学历# 中共党员# 主任编

辑&

&#")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现

任商丘电视台副台长&

她刻苦钻研业务#勤恳敬业#

始终奋战在新闻宣传工作第一

线# 凭着对党的新闻事业无比挚

爱的情感和娴熟的业务技能#策

划并创办了多个电视栏目( 商丘

电视台第一个社教栏目 )试验区

方圆*'第一个文艺栏目)艺林*'

第一个新闻评论性栏目 )商丘焦

点*等,独立完成和积极参与了当

地多次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和现

场直播工作& 二十多年来#她冒酷

暑'历严寒#甚至面对歹徒的枪口#

拍摄制作了各种形式的电视节目#

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是吹牛惹的祸*')碧血化剑诛

邪恶*')春风化戾气 民调保平

安*等近十部电视作品获得国家和

省级新闻奖& 她制作的)南丁格尔

之梦*')城市
,'',

---商丘*')古

城烟云*等近三十部电视节目在河

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国外电

视媒体播发&

她曾被商丘市委记三等功一

次# 四次受到商丘市委市政府嘉

奖# 多次被评为商丘市优秀新闻

工作者' 优秀记者和广电系统先

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

!%

孔令升(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主任记者&

&##*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现任周

口电视台新闻编辑部主任&

他始终牢记记者的社会责

任#坚守在新闻采编一线#采写了

大量紧扣时代脉搏'生动鲜活的

新闻作品& )情系汶川(祖孙三代

义务赈灾*')弟弟背上的学堂*'

)洪战辉带妹求学
&,

年*')九江

断桥(周口老乡舍身救人*等大量

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他敏锐地捕捉到发生在当地的

$周口英模群体%现象#在第一时

间报道了这些英模人物#提升了

周口知名度&

,''-

年春 #非典肆虐 #孔令

升赶到疫情最严重的沈丘县留福

镇皮营村住村半个月#采访拍摄

了六集系列报道&

,''-

年秋#周

口市
+

万多名民工赴新疆摘棉#

为真实记录民工们的工作生活#

他独自一人挤上民工专列跟踪采

访#与民工一起吃干粮'喝凉水#

扛着摄像机从周口一直站到兰

州#最后晕倒在车厢里&

&*

年来#他扛着摄像机跑遍

了周口
&"-

个乡镇#采写稿件千

余篇#

-''

多万字& 常年扛机器#

使他的右肩与腰肌严重劳损#双

肩失衡#至今未愈&

!%

马建红(男#

&#)+

年出生#中

共党员# 主任记者# 大学本科学

历&

&#""

年从事新闻事业#现任

安阳电视台新闻频道总监&

他是安阳电视台的业务骨干

和学科带头人&他坚持亲临一线#

深入采访# 独立完成或领衔采制

的
-'

多篇作品分别获得了国家

或省级新闻奖& 其中()红旗渠与

政绩观*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

播影视大奖& 担任安阳电视台新

闻评论部主任后# 负责创办了安

阳电视台第一个新闻评论栏目

)记者观察*# 被观众朋友亲切地

称为$安阳的)焦点访谈*%#已经

成为安阳电视台名牌栏目&

他先后担纲策划并组织实施

了)坦诚面对 真诚沟通---市委

书记与市民代表对话录*和)坦诚

面对 真诚沟通---市长与市民

代表对话录*系列节目#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

,'')

年安阳殷墟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他主

动请缨#提前策划#亲自撰写直播

文案#成功组织了)殷墟---世界

的瑰宝*大型电视直播活动&

他先后荣获 $河南省新长征

突击手%'$河南省广播电视系统好

记者%等荣誉称号& 所带领的新闻

评论部也被评为 $全国青年文明

号%和$安阳市青年文明号%&

!%

庞向辉许明道 杨 中 范廷僚 施书芳

董文安 于红霞 孔令升 马建红 贾洪涛

本报讯 !记者于亚男 通讯员

周 强 王 倩"记者近日从河南省

地矿局获悉#由该局地质二队承担

的几内亚博凯
++"

矿区铝土矿首

期勘探共发现铝土矿体
&+

个#提

交铝土矿储量
*.-

亿吨#远景资源

量
&'

亿吨# 超过了河南省铝土矿

保有资源储量的总和&

据介绍#该项目属河南省国际

矿业开发公司和几内亚共和国签

订的项目&该队项目部近百名工程

技术人员' 近
,''

余名当地工人#

在没有任何基础地质资料的情况

下进入勘探工作#经过
*

个多月的

艰苦奋战# 完成地质填图
&'+."&

平方公里 #采集 '加工样品
&-'''

个, 测绘地形图
&''.+

平方公里'

勘探线剖面
--%

公里,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各
&''

平

方公里&

!%

本报讯 !记者董建矿"

&&

月
%

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奶牛试验基

地在延津县正式签约#未来几年#

*'''

头存栏奶牛将作为扶贫项目

小牛传递的养殖基地#用于当地贫

困户的扶贫开发&

奶牛试验基地依托位于黄河

故道的国有延津县新兴农场#由中

国扶贫开发协会的会员单位投资

**-'

万元兴建#占地
*''

亩#计划

奶牛存栏量
*'''

头#

,''#

年
*

月

首批
-''

头入栏 #

,'&-

年全部建

成& 基地建成后#通过先进的科学

管理和养殖#促进当地养殖业走上

规模化和标准化&

更为重要的是#依托奶牛试验

基地的产业化养殖#基地繁育的小

牛未来将无偿提供给当地贫困户

使用#每年传递的小牛数量不少于

&'''

头# 小牛传递期限为
,'

年#

基地还将为农户提供无偿技术服

务#帮助贫困农民增收致富&

!&-

我省地矿境外勘查又有新成果
在几内亚探明铝土矿储量

!"#

亿吨

国家奶牛扶贫项目落户延津

&&

月
%

日# 一名叫廖祥兴的

福建男子远赴四川成都#与等候在

那里' 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哥哥会

面& 而他们的团聚#多亏了远在千

里之外的我省陕县警察&

二十多年前#在四川省遂宁市

蓬溪县赤城镇#一名六七岁的小孩

和哥哥到镇上玩耍#被人拐卖到千

里之外的福建& 二十多年后#经过

陕县公安局
&&'

指挥中心主任蔡

柏锁和
&&'

民警的认真筛查 '甄

别#却让他们做梦般地团聚了&

&&

月
&

日下午#蔡柏锁在单位

值班时#偶尔看到浙江卫视$寻亲

王%栏目播放现场寻亲的节目&大雨

中数千寻亲的人们#和一幕幕感人

的画面#给他深深的震撼&他立即向

节目组发去一个短信($我是一名参

加工作多年的老警察#看到你们的

节目我非常感动&%短信在当地电视

台以字幕形式滚动播出后#被误认

为是浙江警察的他#很快收到二十

余名观众的来电和短信& 其中一位

叫廖祥兴的男青年打来求助电话#

称自己六七岁时被人贩子从四川

拐卖到福建#现在十分想念自己的

亲人#但其离家时年龄尚小#好像记

得自己的父亲叫谢吉太#哥哥叫谢

建军#自己原名叫谢建国#家离县城

不远#其余什么都不记得了&

接到电话后#蔡柏锁立即组织

当班民警从公安网络查找四川'重

庆辖区所有叫谢建军和谢吉太的

人员&在两省'市
&'''

多个叫这两

个名字的男性中# 经对比筛选#有

五对对象有点相仿&他们立即通过

四川'重庆的
&&*

与当地
&&'

和派

出所进行联系逐一甄别&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排查

的重点集中到了四川省遂宁市蓬

溪县赤城镇莲珠桥村谢吉太家#经

与赤城第一派出所联系#对方称该

家户主叫谢吉太#其子叫谢建军#曾

经在几年前丢失一个儿子#但名字

不对#丢失的时间与此也不吻合&

事情难道真的这么巧合.蔡柏

锁再次与廖祥兴沟通#进一步了解

情况#并通过当地警方找到了谢建

军的电话&

当天
&,

时许# 蔡柏锁终于与

谢建军本人取得联系&谢建军称二

十多年前#自己和兄弟一起外出玩

时兄弟走失了#兄弟的嘴唇有一伤

疤//

$对上了0 对上了0 %蔡柏锁异

常兴奋# 并马上与廖祥兴取得联

系&

&,

时
-'

分#失散多年的弟弟

终于与家人通了电话&

十分钟后#兄弟俩先后打来电

话($蔡大哥#太感谢了0 我们一家

永远忘不了三门峡的警察0 %

!)

河南民警帮人寻亲记
"

本报记者 吴 烨

本报通讯员 伍红琳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继河南

新郑农村合作银行成立不到两个

月#

&&

月
+

日#我省第二家农村合

作银行---河南固始农村合作银

行正式开业&

固始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固

始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深化农村

信用社改革以来#固始县农信社系

统开拓进取#自我突破#经营管理

实现跨越式发展& 截至
,''"

年
&'

月底#该联社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到
-)

亿元和
,)

亿元#当年累计投

放贷款
&+

亿元# 实现总收入
&.+

亿元#实现利润
++''

万元,该联社

不断加强内部管理#使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日臻完善#真正发挥了农

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为改制打下了

坚实基础&

!&-

我省第二家农村合作银行开业

$$

月
%

日!安阳市文峰区举办少年泥塑大赛!十余所小学百余名

城里娃过足了捏泥巴瘾!"梦幻少女#$"过年了%$"西游记% 等一组组充

满想象力$童趣盎然的泥塑作品让观者赞叹不已&

"&

王富晓 摄

&&

月
%

日#$第十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

中

国连锁百强+零售
/01

峰会%同时在河南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本次大会是一次国内外连锁业的盛会#

汇集零售超市'大卖场'百货'大型专卖店'购物中心

等中外连锁品牌企业#以及为连锁业提供服务的供应

商'服务商近
,''

家数千名代表&

"-

陈更生 吉朋 摄

#

各商家的展柜吸引参观者&

$

与会的外国代表&

连
锁
业
的
盛
会

本报讯 !记者杨 凌"在日前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发布认定的

全国地理标志中#我省
!

件地理标

志榜上有名#分别是$焦作怀牛膝'

怀地黄'怀山药'怀菊花%#这使我

省的地理标志总数达到了
""

件&

据介绍#这是继今年
-

月我省

+

家企业品牌成为中国驰名商标

之后#我省实施商标战略的又一丰

硕成果& 焦作温县生产的怀牛膝'

怀地黄'怀山药'怀菊花等四大怀

药蜚声中外#距今已有
#$$$

多年

的栽培历史# 在众多的中草药中#

独享有 $华药 %的美誉 #并由之产

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据了解#$地理标志% 是指标

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 且该商

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

主要由这一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

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通过申请

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可以

对 $地理标志 %加以保护 #地理标

志商标可扩大名优农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

!"

本报讯 !记者龚砚庆"省政府

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今后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详细要

求外#并对事故的责任追究进行了

规定和明确&

根据)意见*#今后凡发生较大

事故的# 矿长和分管副乡镇长免

职,发生重大事故的#集团公司分

管副职和分管副县长免职,发生特

别重大事故的#总经理和分管副市

长免职,发生
+'

人和以上特别重

大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

亡
-'

人至
*#

人事故的#集团公司

董事长免职#给省辖市市长停职或

免职处理&对上述人员和负有责任

的有关人员#还将根据事故调查结

果#由监察机关或任免机关给予组

织处理'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据悉#从
&&

月
,&

日至明年
,

月
,"

日#我省煤炭行业将开展$百

日安全会战%#其间#将创新实行区

域安全生产联席办公会议制度'包

矿包片领导责任连带制度和煤矿

安全准入制度&

!%

我省又增 !件农产品地理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