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访 之 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信访局 联办

“以前有什么紧急通知，都是急急忙忙

地赶到城里参加会议，现在有了微信工作

群，可以直接在群里领会县委和林书记的工

作要求了，真方便。”西华县一位乡镇信访干

部说。

为进一步巩固深化中央、省、市提出的

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新举措，西华

县坚持创新理念，主动尝试把信息技术和自

媒体融入信访工作，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走路。2015年，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倡导

组建了乡镇工作群、县直单位工作群、农村

支部书记工作群、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群、信

访工作微信交流群等五个微信群。微信群

实行“单位+姓名”实名制，群规是互提意见

建议，提高解疑能力；传递群众意见，了解群

众所需；分享重要信息，传递正能量；交流学

习体会，召开远程会议。通过五个群，随时

了解每位党政领导的思想动态和工作情况，

并及时解答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难

和问题。同时，通过微信平台加强对信访工

作的指导和监督，对于在周一信访工作例会

上提交研判的疑难信访案件，各单位负责人

平日也通过微信平台交流具体措施，共同研

商解决问题方案。对于群众反映或热切关

注的问题，县委书记林鸿嘉让群员们根据自

己工作职责或经验发表看法，交流化解办法

和途径。

“加入这个微信群后，我们的工作完成

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进度可以直接晒到群里，

有拿捏不准的地方直接可以向领导请示，有

时候别人请示过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里可

以直接参照执行，提高了工作效率。”红花集

镇党委书记张国玉说。

目前，西华县已构建起完善的信访渠道

网络，信访群众可以通过人访、来信、网上信

访、微信公众号、手机APP、固话、短信七种

渠道进行信访，同时，县党政领导持续坚持

领导接访处访，轮流到信访部门接待上访群

众，乡镇确保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名班子成员

接待来访群众，上访群众可就近到当地信访

接待场所反映诉求。通过畅通信访渠道，进

一步完善了信访体制建设，落实了群众依法

逐级走访制度，减少了信访成本，有效把群

众吸附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真正达

到了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的效果。

特别是自从信访工作微信交流群建立后，各

乡镇、办事处，县直单位在群内经常上传工

作动态照片、互相交流经验，县直有关单位

对有关政策性问题及时作相关解答。另外，

县、乡两级信访部门还通过微信、网络、广播

等媒体宣传网上信访和短信信访“方便、快

捷、高效、公开透明”的优点，引导信访群众

由“面对面”到“键对键”、由“好上访”到“好

上网”，使网上和短信信访真正成为群众喜

欢的信访主渠道。

自微信信访公众号建立以来，该县共通

过微信接到信访事项65条，受理信访案件

23案，研判协商信访事项39起，通过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和解释引导、讲道理，息诉息访

信访事项40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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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刘学敏 宋华礼

濮阳县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确保如期供水雄安

西华县委书记的“微信访”情结

泌阳县工商质监局

强化旅游市场监管

旅游旺季来临之际，泌阳县

工商质监局实行五项措施强化旅

游市场监管。一是送法下乡、发

放宣传单。二是对辖区进行全面

摸排检查。三是强化对旅游市场

主体的动态巡查监管。四是打击

销售假冒伪劣。五是严格节假日

值班制度。 （郝伟）

郑州市北林路街道三社区联

合培训消防技能

近日，郑州市北林路街道鑫

苑社区党总支联合汇城社区党支

部、恒升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网

格长及安保人员等参加了消防安

全培训。课程中通过PPT展示、

视频播放等方式向大家介绍消防

方面的专业知识，让大家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懂得火灾预防的重要

性，提倡养成防火的好习惯。

（焦丽锋齐惠静徐朋）

利用村级会议宣传消防知识

洛阳伊滨李村镇安监所协同

区消防大队，最近利用村级会议

召开时间，采取宣传单、多媒体、

实地操作等多种方式，宣传预防、

处置、逃生等消防知识，两周时间

把全镇 29 个社区（村）培训一

遍。 （温军伟）

李村镇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月13日，洛阳伊滨李村镇

安监所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

饭店、饮食业摊点、超市、学校食

堂及商店的食品日期、添加剂及

流通许可证等进行检查，共检查

258家，下发整改通知38份，责令

限期整改。

（温军伟）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让基建安全“一清二白”

当前，正值公司城乡配网工程

施工高峰之际，施工现场人身安全

风险突出，安全生产面临严峻挑

战。为进一步强化施工安全风险

预警管控工作，坚决遏制安全事故

的发生，平舆县供电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所涉部

门、人员做到“一清二白”。

“一个清楚”，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回头

看”，对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做到清

清楚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加强分包队伍安全管

理，控制好各劳务分包队伍的实

时状态，严格执行“同进同出”管

理要求，严格落实工作间断后复

工安全措施。

“两个明白”，一是明白当前

安全工作重点、要点。开展工程

跨越施工安全监督专项行动，做

到“逢跨必督”；强化施工作业安

全风险预警管控工作，严格做到

风险预警“应发必发”。二是明白

各参建单位安全责任进一步增强

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忧患意识，

加强基建安全监督检查，严格落

实业主、监理、施工单位安全责

任，督促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

到位，督促施工工作负责人、监护

人履职尽责。 （王蕾）

八旬党员讲党史

掀起学习新热潮

“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安阳市

北关区纪委积极创新活动载体，

在全区掀起了学习热潮。近日，

该区特邀辖区81岁高龄的老党

员杨永修为全区纪检监察干部上

党课讲党史。

（靳国华郭锐敏）

师家河小学进行创客教育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

小学信息技术老师位雅丽制作了

PPT，给全体老师上了一堂鲜明

生动、幽默风趣的培训课。随后，

位老师给四、五年级的学生做了

编程一小时的培训，孩子们的创

意令大家惊喜！

（陈培培）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世界读书日前夕，

新乡市图书馆在以往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基

础上，开展多种阅读推广活动。4月15日，该

馆举办了“真人图书会”，特邀该市著名作家、

诗人刘德亮和到场的读者一起，以面对面沟通

的形式来完成图书的阅读。

当天下午，新乡市图书馆举办了第三届

“曹灿杯”全国青少年朗诵大赛新乡赛区选拔

暨第四届“新图·艺馨杯”经典诵读大赛决赛，

有70名选手参加了大赛。

新乡市图书馆副馆长周圆介绍，作为新乡

市“全民阅读”的主要组织实施者，该馆4月份

推广阅读活动共有22个，还将继续开展“你选

书我买单读者自选图书”“图书检索系统及移

动图书馆使用评比”“古诗词、成语接龙”少儿

互动活动等，以此激发更多读者的阅读热情。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管庆义唐继）“听说国家以河北白洋

淀为规划区建设雄安新区，我们都

非常振奋，一定做好引黄入冀补淀

工程的源头建设，确保如期供水！”4

月17日，濮阳县水利局局长李川

说。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继国家实

施南水北调重大工程后，实施的又

一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国务院

确定的全国172项重大节水供水水

利工程项目之一。该工程总投资

42.4亿元，自濮阳县渠村引黄闸取

黄河水，最终进入河北省白洋淀。

途经河南、河北两省6市 22个县

(市、区)，全部为自流引水，线路总长

482公里，其中，濮阳县段共30.8公

里。该工程是涉及河南、河北两省

的重大民生工程，仅濮阳市受益面

积达193万亩。工程竣工后将实现

白洋淀的生态补水2.55亿立方米，

有效缓解沿线农业灌溉缺水及地下

水超采状况，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

并可作为沿线地区抗旱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濮阳县段于2016年初开

工。

为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实施，濮

阳县成立了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指挥

部，以台账强力督导项目进度；县委

书记、县长定期到施工现场，集中解

决征迁、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

难和问题，项目涉及的渠村、海通、

庆祖、子岸四乡镇干部职工牺牲节

假日、走村入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并

认真进行清单复核，想方设法加快

资金兑付进度，真正做到让群众理

解、放心，并支持这项工作；各级审

计部门提前介入，全程跟踪审计，确

保资金安全；县水利局抽调50多名

业务骨干常驻指挥部，吃住在一线，

组织施工等。

截至目前，濮阳县段的4个控

制性工程都在加紧施工，其中金堤

河倒虹吸工程主体已完成，沉沙池、

一号枢纽、老引黄闸复建，以及全线

渠道工程正在顺利施工，已完成总

任务的60%以上，确保如期供水雄

安。

本报讯（通讯员蒋晓宇 冯云丽记者段
宝生）从全濮阳市排名靠后到成为正面榜样，

再到一块块曾被违法占用的土地被重新清理

出来，变成松软可耕的农田……南乐县面对违

法占地的严峻形势，硬起手腕，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打了一场违法占地整改翻身仗，创

造了违法占地治理的“南乐经验”。

领导重视快整改。该县及时传达上级有

关2016年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文件精神，

迅速成立以县长为总指挥长、分包乡镇县级干

部为副指挥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开10

余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土地卫片执法工作，制

订下发《南乐县2016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

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一宗一宗订方

案、定节点，明确责任人员。

部门联动严执法。成立由县纪检、督察、

公安、国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迅速形

成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的高压态势。对违

法占用基本农田超过5亩、一般耕地超过10

亩的，及时移交公、检、法等部门依法依规处

理，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违规的公职

人员严厉问责、顶格处理，绝不姑息迁就。目

前，该县公安局已刑拘5名违法用地相关人

员，县纪委全面介入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调查。

督导问责促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

开专项会议3次，对整改迟缓的部分乡镇形成

有效督促、对相关问题及时协调解决，确保工

作整体进展顺利。

健全机制保长效。该县把2017年定为土

地卫片执法集中整治年，坚持“三个结合”的原

则，对乡镇辖区内违法违规用地进行拉网式排

查，除下发的已有土地卫片执法斑点外，其他

违法违规用地排查情况限时上报县国土局，对

瞒报、漏报、故意隐瞒的一律予以问责。

截至4月12日，该县共拆除违法违规用

地167宗，面积达739.34亩；复耕82宗，面积

达320.63亩，整改率达84.34%。

本报讯 （通讯员宁建鹏 记者

丁需学）“如今，俺村无职党员天天

有事干，他们成了村里的义务清洁

工。村里的卫生好了，广场绿了，我

心中的党旗又飘扬起来。”近日，说

起村里的变化，郏县黄道镇纸坊村

老党员杨朝彬一脸兴奋。

一大早，一个由该村10多名无

职党员组成的纸坊村“街道卫生清

洁组”就忙碌起来了，他们拿着扫

把、铁锹，把村道、广场打扫得干干

净净，精于园艺的党员王赢志在广

场绿化带前认真地修枝剪叶，偌大

的绿化带在他的侍弄下格外好看。

这只是黄道镇无职党员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美丽乡村建设是今年郏县确定

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为确保美

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郏县黄道镇

党委、镇政府针对农村无职党员作

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采取多项措

施，打破制约农村无职党员发挥作

用的机制等因素，充分挖掘党员自

身潜力，让广大无职党员“心动、言

动、身动”，积极投入美丽乡村建

设，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树立了党员在群众中的良

好形象。

今年以来，该镇300多名无职

党员为群众办实事、好事400余件，

农村无职党员成了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生力军。

南乐县

坚决打赢
土地卫片执法整改攻坚战

4月18日，在方城县博望镇田间，一架无

人机正在对小麦喷洒农药。在春季田间管理

中，该县重点小麦产区博望镇与农技推广部门

合作，使用植保无人机为全镇近9000亩小麦

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大大提高了植保作业效

率。 董振万卫腾飞 摄

郏县黄道镇

无职党员
成美丽乡村建设生力军

新乡市图书馆

“真人图书会”
让作家与读者面对面

近年来，项城市范集镇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在种植规模、种植模式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上下功夫，引导种植户利用

葡萄架下空地，进行多种农作物套种新模式，巧打时间差，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使广大种植户从会

种向巧种转变，实现一年三收或多收，效益得到了不断提升。图为4月19日，该镇杨庄村农民正在划锄中耕。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洁石摄

葡萄架下长果蔬 立体种植效益高项城市

体彩大乐透5亿元派奖首期送惊喜。4月19日晚，体彩大
乐透第17044期开奖，全国中出两注头奖，在5亿元大派奖活
动背景下，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达1384万多元，而其中1注追
加头奖单注总奖金更是高达2215万多元。而同期的固定奖奖
金也送出了1579万多元的派奖奖金。

体彩大乐透第17044期开奖号码，前区为“11、16、17、18、
25”，后区为“02、09”。前区奇偶比3∶2，后区奇偶比1∶1，总体上
奇偶比较平衡。不过，前区号码比较集中在中间号段，“0”字头
小号和“3”字头大号都齐齐落空，“1”字头号码则开出多达4枚，
同时开出了“16、17、18”这一组三连号，还是让人颇感意外，而

“25”、“09”都是连续两期开出的重号，“25”在最近4期内第三次
开出，“09”在最近7期内第五次开出，更是热号中的热号了。

虽然号码组合出人意料，但是当期全国还是中出了两注一
等奖，基本头奖和追加头奖各占了1注。体彩大乐透5亿元大派
奖活动于17044期正式开启，在此背景下，当期一等奖的1000
万元派送奖金，也由这两注头奖瓜分。根据派奖活动规则，当期
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达1384万多元(1000万元封顶常规奖金+
384万多元派奖奖金)，而追加头奖单注总奖金则更是高达2215
万多元(1600万元封顶常规奖金+615万多元派奖奖金)。数据
显示，当期追加头奖落在河南鹤壁市，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

追加投注的单式票，投注额15元，其中1注中得2215万多元追
加头奖。当期基本头奖则出自河南郑州，中奖彩票是一张仅1注
号码的单式票，仅仅花了2元钱，就中得1384万多元奖金。

体彩大乐透5亿元派奖活动，在连续20期每期注入1000万
元用于一等奖派发之余，还有高达3亿元用于固定奖四、五、六等
奖的追加投注派奖。在17044期，四等奖有1.31万注是追加投
注命中，在常规奖金之余，每注还派奖奖金100元；五等奖有
26.56万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获得派奖奖金5元；六等奖更是
有262.89万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获得派奖奖金5元。当期
三个固定奖金追加投注获得的派奖奖金总计高达1579万多元。

本期没有派奖优惠的二、三等奖奖金也是非常可观。当期
二等奖共计中出66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14.27万元，其中39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8.56万元，追加投注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高达22.84万元。三等奖共计中出678注，基本投
注单注奖金5479元，其中380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
金3287元，追加投注三等奖单注总奖金8766元。

而在送出两注超级头奖之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依然上涨
2718万多元，攀升到了37.53亿元，再次创下今年的新高。本
周六晚，体彩大乐透将迎来第17045期开奖，5亿元派奖活动也
将进入第二期，提醒广大彩友不要错过了投注机会。 （王伟）

大乐透5亿元派奖送惊喜
首期鹤壁爆2215万元追加头奖

澳超季后赛揭幕 德甲黑马不停歇
周五001 布里斯班狮吼 VS 西悉尼

漫步者
比赛时间：2017.04.21 17:50
推荐：平、胜 比分：2-2、2-1
布里斯班狮吼27轮常规赛11胜9

平7负，收官战主场4-3力克惠灵顿凤
凰，让他们连续第2个赛季以季军的成绩
结束常规赛，倒数第2轮受伤的中场阿拉
纳出场存疑，后卫鲍尔斯、奥图尔和中场
马特-麦凯仍然伤缺。西悉尼漫步者常
规赛8胜12平7负，以第6名的成绩完
赛，本赛季打入14球的前锋布兰登-尚
塔拉布被评为俱乐部年度最佳球员，末轮
轮休的后卫克利斯比、斯科特-内维尔、
阿斯普罗和中场南神顺平等主力球员本
场都将复出。西悉尼漫步者最后6场常

规赛3胜3平，状态明显上扬，狮吼坐镇
主场虽有优势但难言稳胜。

周五027 科隆 VS 霍芬海姆
比赛时间：2017.04.22 02:30
推荐：负、平 比分：1-2、1-1
科隆上轮客场1-2不敌奥格斯堡，遭

遇联赛两连败，不过他们只落后第6位的
弗赖堡1分，还有机会杀入欧战区。霍芬
海姆上轮和门兴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在主
场5-3获胜，在2017年保持主场全胜，绍
洛伊和德米尔贝均梅开二度，绍洛伊本赛
季的进球效率冠绝德甲，超过莱万和奥巴
梅扬，前锋瓦格纳和胡布内尔在比赛中先
后因伤被换下，胡布内尔即使不受伤，本轮
也将累积黄牌停赛。科隆虽然最近6次主
场对霍芬海姆保持不败，但霍村今非昔比，

实力和稳定性都更胜一筹，更值得看好。
周五030 南锡 VS 马赛
比赛时间：2017-04-22 02:45
推荐：负 比分：1-2、0-1
南锡上轮做客1-3被尼斯逆转，近

11轮联赛只在上个主场击败了雷恩，目
前仅以净胜球优势排在降级区外，前锋戴
尔连续进球，主力后卫莫亚萨解禁回归，
后卫穆拉托里、巴迪拉和中场恩格桑仍在
养伤。马赛上轮4-0大胜圣埃蒂安，近6
轮联赛3胜3平不败，前锋托万梅开二
度，戈米和帕耶也取得进球，进攻线上几
名球员状态都不错，中场贝拉、迪亚比和
后卫雷基克因伤继续缺阵。本场比赛两
队都有战意，南锡要保级，马赛要力争欧
战资格，最近10次交锋，马赛取得9胜1
负的压倒性战绩，做客南锡也保持5连
胜，南锡防守问题颇大，进攻状态不错的
马赛很有机会拿下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