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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供电公司：积极做好有序
用电工作

“我们将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和供

电部门的让峰指标进行限产，全力支

持和配合供电部门做好有序用电工

作，为居民用电让电。”1月31日，驻马

店市天方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对前来

走访的驻马店供电公司营销工作人员

说。

近期,受持续低温天气及豫南断

面供电能力不足影响，驻马店地区供

电出现较大负荷缺口，给全市电网安

全运行带来较大压力。为确保居民生

活、保障重要用户和电网安全运行，驻

马店供电公司紧急启动有序用电及事

故拉闸方案，按照政府部门批准的限

电序位，结合重点工业企业大客户和

所辖九个县供电公司实际，合理分配

让峰指标，同时积极组织营销工作人

员对涉及有序用电的辖区企业客户开

展走访活动。

“公司刚接了一大批此类药物订

单，正加班赶点进行生产，这个时候让

我们限电限产，将对企业信誉和效益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啊。”在对天方药

业有限公司进行走访时，该公司负责

人对执行停限产举措表示很为难。驻

马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根据该公司生

产实际，主动为其量身订制了移峰填

谷方案，细化内部负荷控制措施，最大

限度地减少停限电对企业带来的影

响，最终取得了该公司负责人的理解

和配合。

在开展客户走访的同时，驻马店

供电公司还进一步强化优质服务，积

极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加强对所辖输配

电线路设备的巡视维护，确保设备健

康运行，并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深入宣传当前供用电形势，引导广大

客户科学用电、节约用电，确保全市大

负荷期间供用电平稳有序。（黄文静）

南阳市仲景公安分局一大队：电
信诈骗防范措施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利用手机、短信、电话、网络

电话、互联网等传播媒介，以虚构事实

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

物的行为。常见的诈骗手段有电话诈

骗、短信诈骗、网络诈骗。防范诈骗有

以下措施：（一）不要有“贪图便宜”、

“一夜暴富”、“天上掉馅饼”的心理。

坚持不轻信，不理睬，不回复，不泄露

个人银行存储信息，更不要转账或汇

款。（二）要有个人资料信息保护意

识。不要向陌生人透漏个人身份、手机

号码、家庭及家长电话、银行账号等相

关信息，更不可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

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私

人信息。（三）在做好自身防范的同时，

积极向周围的亲人、朋友做好宣传，特

别是平时独自在家的中老年、离退休人

员等易受骗群体尤其要注意提醒。

南阳市仲景公安分局一大队提

醒：如果不慎掉入不法分子所设置的

陷阱、上当受骗，切莫自作聪明贻误时

机，应当迅速保存涉案证据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协助公安机关及早破案，

挽回损失。（孙志强孔剑超）

“从最初建厂算起到现在，我做这一

行40多年了，这是祖辈儿上传下来的手

艺，每一锤都有很大的讲究。”2月12日，

在襄城县麦岭镇欧营村，海鸥乐器有限

公司负责人欧阳帅辉告诉记者。

铜乐器在古代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

地位，被广泛地用于报时、巡更、祭祀

等。在中原地区，敲锣打鼓是传统的过

年方式，意味着吉祥和顺利。马上要过

年了，欧阳芦和村铜乐社的成员们又开

始忙活着进行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春节

和元宵节做准备。

欧营村位于襄城县麦岭镇，相传是

北宋时期文学家欧阳修的终老之地，很

久以前就享有“铜乐器制造之乡”的美

誉，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最早制作铜乐器

的地方。

在欧营村海鸥乐器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熏黑的锅炉、烧红的铁块无一不在

诉说着自己古老的历史，几十名工人正

在流水线上忙碌，为岁末的订单进行最

后的冲刺。

“咱们这些乐器的制作过程大致分

为熔炼制坯、热锻、淬火、冷锻整形、捶打

校音、抛光、打孔系绳、定音、分类八个工

序，每个程序环环相扣，其中的任何一步

出现错误都会影响乐器的质量。”欧阳帅

辉说，一面锣的成型往往要经过千锤锻

打，才能厚薄均匀，敲打锣面的任何一点

都能发出同样的声音。

铜乐器制作的最后一步是定音，这也

是最考验技艺的环节。定音师傅张群手

持一面铜锣，举锤娴熟，轻重有致，“咣”的

一声，铜锣发出了具有穿透力的声音。

“要仔细听音，反复确定和调整才可

以，有些无法调整的铜锣就只能作为废

品处理。”张群说，“这道工序需要悟性和

经验，通过耳朵去仔细聆听，是机器不能

取代的。”

铜器制作是一项典型的民间手工技

艺，大都通过师徒授艺的方式沿袭继承，

需要学徒有很高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

掌握，但是因为响铜器的制作劳动强度

大、工艺学习周期长，许多地方已出现后

继无人的境地，现在欧营村的铜乐器匠

人大都在45岁以上。

小小的铜乐器也带动着村民文化生

活的丰富。像欧阳芦一样，60多人组成

的村庄文艺表演队在放下农具之余拿起

乐器。田间垄头，房前屋后，人们时时可

闻铜乐器演奏的乐章，为冬日的村庄增

添了暖意。

“村民们闲时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切

磋学习。”欧阳芦说，同往年一样，今年春

节，他和村民们还会走进城市，在庙会上

进行表演。现在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

农民也希望有自己的文化生活，老祖宗

的东西，又派上了用场。

2月12日中午，潢川县传流店乡经

坊寺村文化广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飞

扬，一场村民自编自演的“春晚”即将上

演。

舞台后简易的化妆室里，鲁长平正

和伙伴们化妆。“今天我要上五个节

目。过年了，日子好过了，大伙儿心里

都高兴！”鲁长平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三个孩子，老大残疾，丈夫是家里

的顶梁柱。脱贫攻坚给她的生活带来

大变化，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村通班

车开到家门口，安全饮水装到户，她也

申请到了扶贫贷款。

锣鼓铿锵，舞龙拉开了演出的序

幕。参加舞龙的何型山格外卖力，他是

今年村里评选的发展产业致富光荣户，

“眼看就要脱掉贫困户的帽子，今年特

别高兴！”2017年，在县里小龙虾养殖优

惠政策的鼓励下，他发展60余亩的虾稻

养殖，当年见效益。

“县里整合资金为贫困村建设了高

标准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000多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舞台、音响、乐器一应

俱全，村里还成立了文艺表演队。半个

月前，表演队提出想办一台晚会庆祝春

节，村民纷纷响应，大鼓、花扇、歌舞、快

板、说唱、舞狮、舞龙各种节目一应俱

全，县乡文化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俺村的‘春晚’就这样办成了！”村支部

书记余传贵笑着说。

演出现场，十里八乡的群众把文化

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最拥挤的地方要

数发展村公益事业捐款处。黄营组的

张志琴大娘也加入到捐款队伍，“我虽

然困难，但也想为村子发展尽一份力。”

台上，贫困户何保德正在表演快板《脱

贫攻坚政策好》，“农村要发展，农民要

致富，全国上下搞扶贫，脱贫路上不掉

一个人。自己干，政府帮，加快步伐奔

小康，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

基层党建综合考评结果该怎样利用呢？

禹州市的做法是：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

开、透明的党建评价考核机制，把考评结

果与基层评先奖优、干部提拔使用、资金

奖励激励和问题整改落实紧密相结合，把

单纯的党建述职考评变成党建工作的加

压鼓劲，推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

高、整体提升。

1月25日，禹州市委组织全市26个

乡镇（办）党委书记进行了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并当场综合考评打分。同

时，根据考评结果，出台了严格的奖惩办

法，对分别获得考评成绩一、二、三等奖

及鼓励奖的颍川、古城、郭连等9个乡镇

（办）除进行公开表彰外，分别给予全年

科级班子优秀比例上调至20%、18%和

16%的奖励；对党建综合考评倒数后3

名的乡镇党委公开通报批评，取消2018

年度评先资格，并下调科级班子优秀比

例，列入重点管理单位督促落实整改。

颍川办党员干部劲头十足地说：“我们今

年是全市第一，明年更要努力，继续当第

一。”

该市把党建工作述职考评结果与干

部的提拔任用、升降去留等政治待遇结

合起来，加强考核结果在干部教育培养

和日常管理监督的运用，在党建工作一

线锻炼、考验、选拔、使用干部，营造能者

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对这次党

建述职评议中的先进乡镇（办），在下一

步的乡镇（办）干部调整使用时予以倾

斜，提拔重用；对落后的3个乡镇，干部

提拔暂停一次。看到市委这次动了真

格，一位排名靠后的乡镇党委书记憋足

了劲，立下了军令状：“这次咱们党建工

作排名落后，我作为党委书记没有尽到

职责，影响了大家。今年谁也不能再装

熊，党建工作不打赢翻身仗，集体向市委

辞职！”

该市还把党建考评与资金奖励结合

起来，打破过去撒胡椒面、吃大锅饭的老

办法。这次全市基层党建考评结果出来

后，市委拿出15万元专项资金，对颍川、

古城等9个党建述职综合评议先进乡镇

（办）分别给予了3万、2万、1万元的奖

励，对工作一般、特别是落后的不予奖励，

从而拉开了差距，鞭策他们知耻后勇，奋

起直追。

党建述职考评，更重要的是找准问

题、开出药方、落实整改，促进全面提高。

这次考评结束后，该市对照各乡镇（办）在

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督促建立

书记抓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和整改落实台

账，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补齐短板。并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分领

域、分类别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水平，

为推动实施全市产业转型发展促进年，实

现禹州市委提出的“两美两好一率先”目

标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为增加节日喜庆气氛，2月12日，淮滨县淮河公园门前，花灯艺人在吊装两个巨型灯笼。王长江摄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中献
李会范）2月12日，邓州市召开扫黑除恶

推进会，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截至2月10日，该市共摸排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46条，打掉涉嫌强迫交易、寻衅

滋事团伙3个，先后破获涉黑涉恶案件18

起，刑事拘留涉恶犯罪嫌疑人21人。

为进一步增强扫黑除恶实效，该市

严格奖惩，把专项斗争纳入综治和平安

建设考核体系，市委督导组加大对各乡

镇（街、区）、市直部门的督导力度。该市

增拨扫黑除恶专项经费100万元，对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的乡镇（街、

区）、市直部门和贡献突出的个人进行表

彰奖励，同时对失职失责的单位和个人

将严肃追责。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文
涛）2月6日，“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获

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标志着该款机型正式取得市场“通行

证”，成为我国一款新型航空器，打破了

一直以来自转旋翼机全部依赖进口的历

史，填补了国内空白。

“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是河南三和

航空工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

自转旋翼机，长 5.08 米，宽 1.82 米，高

2.65米，座位数2人，最大航程600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是 480 公斤，实用升限

3000 米，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 165 公

里。其特点是旋翼本身无动力驱动，而

是靠独立于旋翼系统的发动机驱动螺旋

桨产生向前推进力，使旋翼在空气作用

下产生自旋，进而产生升力。

“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顶部加装有

整机降落伞，安全性高、机动性强，可应

用于农林植保、森林消防、警务巡逻、反

恐侦查、野外搜救、电力巡线、石油管线

巡视、灾害勘察、航拍航测、航空旅游等

诸多领域，便于维护存放，是一款理想的

轻型航空器。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我省降水

偏少，但光照充足，利于冬小麦安全越

冬和温棚蔬菜、设施农作物的生长。2

月 12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

友做好小麦返青管理，偏弱麦田及时施

肥。

实测墒情显示，豫北大部、豫中北部

及豫西局部等地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旱

情，豫北、豫中个别县（市）将出现中到重

度旱情。近期我省的冷空气较频繁，可

采取普遍浇水、划锄镇压、施肥、化控等

措施，以弥补冬季地力消耗，增加养分积

累，促进麦苗返青生长，抗御或减轻早春

冻害。冬小麦进入返青期后，对水肥的

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尤其长势偏弱的麦

田应在天气转好后增施速效肥，以利于

促分蘖，促壮苗，促进苗情转化。

此外，大风降温天气来临前，各地

要提前做好设施农业防风加固、防冻保

温等工作，防范大风降温天气带来的不

利影响。同时，各地要继续密切注意病

虫害发生动态，重点加强小麦纹枯病、

条锈病、麦蜘蛛和吸浆虫等病虫害的防

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两年前结对帮

扶的髋关节置换的贫困户现在怎么样

了？近日，九三学社河南省环保厅委员会

法律支社和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主任刘

宏元携带食用油、大米和面粉等物品，来

到台前县马楼镇李胡村结对帮扶的贫困

村民马春焕家里，送上新春的祝福。

据了解，九三学社河南省委三年前启

动了濮阳“同心康福”行动，先后筹资近千

万元，为台前县免费治疗贫困患者百余

人，结对帮扶台前225户贫困家庭，脱贫

率达69.8%。同时，推动博士服务“一站

五团”，助力台前产业扶贫不断深入，建立

帮扶基地 11 个，帮扶贫困家庭 581 户

2620人。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2

月11日，大广高速新蔡西收费站正式通

车，大大缩短了从新蔡城区到大广高速的

时间。

大广高速新蔡西收费站是新蔡县人

民西路建设工程PPP项目的一部分。该

项目包括人民西路、高速互通桥和西湖桥

三部分，总投资9.25亿元。大广高速新

蔡西收费站及人民西路的建成通车，缓解

了新蔡县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状况，提升了

车辆通行能力。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昆）

2月11日，在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统一

组织下，沁阳、博爱、山阳、解放区等4家

基层人民法院对7起涉恶犯罪案进行了

集中宣判。“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已审结

涉恶案件22件58人。”焦作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李玉杰说。

据了解，焦作中院对涉恶案件的9

种犯罪类型进行了明确，即三人以上实

施的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

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敲诈勒索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开设

赌场罪。

贫困村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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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 以考评推动党建全面提升

千锤百炼铜乐器 祖传手艺待传承
——探访铜乐器制造之乡襄城县欧营村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王烁

河南三和航空研发一款新型航空器

气象专家提醒

做好小麦返青管理

邓州市
破涉黑恶案件18起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
免费治疗
贫困患者百余人

大广高速
新蔡西收费站通车

焦作法院
宣判7起涉恶案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蔡丽

2月12日上午，商丘市睢阳区纪委开展“翰墨飘香迎新春廉洁春风进万家”春联义

写赠送活动。图为该区书法家在挥毫泼墨。孙健摄

最近，荥阳市中心汽车站开展“修身行善守法”活动，对贫困儿童家庭进行帮扶慰问。

图为2月11日，该站党员志愿者慰问该市崔庙镇索坡村贫困儿童家庭，送去新衣服和米

面等生活用品。孙燕摄

“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填补国内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