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4 月 23
日，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
消息，在近日召开的全省食品药品
抽检培训暨工作会议上，该局对全
省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三
品一械”抽检重点进行了工作部
署。2017年，河南省食品药品抽检
工作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以强化各
级协调联动、整合优化抽检资源、确
保核查处置到位、做好信息公开、加
强抽检结果利用等为重点，全力做
好全省食品药品抽检工作，推动食
品药品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省政府食安办有关负责人在会
上表示，加强抽检工作是落实监管
责任、防控风险隐患、提升监管水平
的重要手段，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要健全抽检工作体系，强化
协调联动，优化抽检资源，统筹落实
抽检任务，确保核查处置到位，保质
保量完成食品药品抽检各项工作任
务，同时做好信息公开。

（线索提供 杨国猛 卫跃川）

本报讯（记者郭跃华）近日，由郑州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郑州大学法学院、国家知识产
权培训（河南）基地、河南省法学会知识产权
法研究会、郑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共同
举办，高雄大学法学院协办的“海峡两岸创新
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暨第三届海峡
两岸青年法制论坛”在郑州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以“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
权保护”为主题，涉及科技创新与制度创
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政策、知
识产权运营以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
合作等具体议题，旨在分享知识产权法的
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两岸专家学者的学术
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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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一家有机农业公司的负责人赵
经理来到济源市公安局王屋派出所找所长
陈健诉苦。

这家公司在镇上建设了千余亩的有机
蔬菜种植基地，不仅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就
业问题，还很大程度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但是，最近公司在进行用工改制时遇到了问
题。

赵经理说：“为解决蔬菜精品率不达标
的问题，公司决定择优使用种植技术好、踏
实认真的工人，让他们承包大棚悉心管理，
而技术相对较弱的可以安排他们作为临时
工，在旺季来帮忙，这样一来工资水平产生
了差距，有人不愿意，把基地大门堵了，怎么
说都不行。”

蔬菜采摘后，必须尽快运送出去，一刻
也不能耽误，陈健立刻和赵经理赶往距离派
出所20公里的种植基地。

路上，陈健联系了村干部，让他们到现
场协助处理此事。赵经理告诉他，目前有7
名工人承包了大棚，有 10 个人是临时工。
在他告诉工人即将进行用工改制的当天，他
们就表示“不让干就不干了”。

“我们来到基地，只有3名妇女在门口，

她们看见赵经理就破口大骂，我立刻制止了
她们。”陈健回忆说，“我简单询问后发现，3
人的确是因为只能打临时工，嫌工资低才

‘闹一闹’。”
等村干部到现场后，陈健主持进行了调

解，用了一下午时间，总算是达成了双方都
可以接受的协议。

“我当时认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陈
健说，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天一大早，在他正
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接到了赵经理打来的报
警电话：“那 3 个人今天早上又来把基地大
门堵了！”

陈健连忙组织民警和他一起去现场。
路上，他向赵经理询问了事情经过。

原来，3名妇女一大早又将基地大门上
了锁，并且把正在大棚里干活的7名工人骂
了出来。本来赵经理想再联系陈健进行调
解，然而，当天总公司的负责人来基地视察，
这一幕正巧被负责人看到。“报警，让她们这
样闹还得了！”总公司负责人当即下令报警。

驾车赶到基地门口时，赵经理说：“负责
人很生气，已经去村里找村干部交涉了。”

3名妇女知道这下“闯大祸了”，呆呆地
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陈健对 3 名妇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你们堵门的行为自己觉着是维权，是正
当的，其实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情
况严重的话要拘留罚款的！”陈健担心这名
负责人情绪激动，与村民发生冲突，他和赵
经理忙往村里赶。

路上，陈健不断用电话联系村干部，让
他们一定要稳住负责人的情绪。

总公司的负责人看到穿着警服的陈健
赶来，说：“警察同志，你不用多说，我们不同
意调解，必须严肃处理这几个人！”

陈健说：“村民可能只看到了自己的利
益，但是村干部是知道的，这家公司对村里
贡献不小……”他和村干部不断安抚这名负
责人的情绪，晚上 8 点多，这名负责人终于

“松口”，接受了痛哭流涕的3名妇女的道歉
和保证，对她们表示谅解。

陈健表示：“能化解双方的矛盾是最好
的结果，处理这类事情还是要往好的方面使
劲，一旦出现扰乱社会秩序、妨碍企业正常
经营等行为，必要时我们也绝不会‘手软’。”

所长调解促双赢

我省确定 2017 年食
品药品抽检工作重点

做好信息公开
加强结果利用

加强学术交流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记者 伍红梅 通讯员 郑
诚）昨日，省民政厅召开基层民政服务
机构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动员会。5月2
日至6月20日，省民政厅将派出173名
工作人员组成18个调研组，联合安监系
统、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对全省3500家
敬老院、社会福利院（含综合福利院、儿
童福利院、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光荣
院、救助管理站、养老机构及双拥优抚
服务站全面集中走访。

据悉，此次走访是我省民政系统第
一次对机构和窗口进行集中走访，区别
于常规调研工作的内容，工作人员要完
成“两表一书”，即民政服务机构检查调
研表、双拥优抚服务站检查调研表和河
南省民政服务机构检查整改通知书。为
了达到发现问题不推不拖、不留隐患、立
行立改的目的，省民政厅要求在检查调
研过程中，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当场对机
构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经与省
消防总队协调，每个消防大队将派出两
名消防监督人员，配合调研组一起进行
实地走访，对其中属于火灾隐患或消防
违法行为的，当地消防部门将依法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依法督促整改。

本报讯（记者 段保华 王富晓）
4月24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召开部署会，联合对全省高速公路
团雾多发路段开展治理工作。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省交通
运输厅、省公安厅已通过前期联合
行动，对全省高速公路进行了排查，
共查处39处341公里隐患团雾多发
路段。下一步，省公安厅将加大对
超速车辆的监管力度，在主要路段
增设区间测速装置。省交通运输厅
将投入近 1.5亿元开展路段整治工
作，依据交通运输部《雾天公路行车
安全诱导装置》相关标准安装雾天
防撞预警设施；实施高速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在重要的桥梁、
隧道、坡道和弯道处，增设爆闪灯和
振荡标线，在沿线的隧道墙壁上增
加反光条引导；在特大桥上安装照
明设施，提高桥梁夜间能见度。

为此，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联合印发了《大广高速公路河南段
事故预防百日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完善标志标牌标线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升级改造高速公路区间测速系
统，建设团雾路段引导及防撞装置
系统，提升高速公路生命防护水平，
提升缉查布控系统执法水平，提升
恶劣天气应急管理水平。方案要
求，通过100天的时间，完成对大广
高速公路河南段团雾路段的整治。

我省民政系统首次对
机构和窗口集中走访

不留隐患 立行立改

团雾多发路段
百日后完成整治

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记者昨日从省
公安见义勇为基金会获悉，第十三届全国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公布，我省
两个群体一个个人入选：南阳市新野县泰
康人寿公司业务员王君荣（女）入选全国
见义勇为模范；我省刘新军、贾晓玉、杨明
群体和武耀宗、潘东东、李二阳群体入选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刘新军、贾晓玉、杨明分别是我省淅
川县大石桥乡杨营村村民、西峡县上贾沟
村村民和淅川县寺湾镇高湾村村民。
2014 年 6 月 17 日中午，三人刚吃过饭，看
到天津市河北区律纬路律笛里小区一位
老人悬挂三楼阳台，三兄弟不顾自身安
危，徒手攀爬、冒险施救，用顽强的托举为

救援赢得宝贵时间，老人最终脱险，被誉
为“托举三兄弟”。

武耀宗、潘东东、李二阳分别是河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河南警察学院学
生和河南农业大学学生。2015 年 3 月 28
日下午 2时 40分左右，郑州市刘江黄河大
桥西南岸，一名 7岁男童在黄河岸边游玩
时不慎掉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大学生武耀
宗、潘东东、李二阳听到呼救声后，疾步奔
向事发地点，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
里，不顾水流湍急，奋力抢救落水儿童和
跳水施救的男童父亲。几番周折，潘东东
成功将男童父亲胡某营救上岸，李二阳将
男童救回，武耀宗终因体力不支，消失在
滔滔的黄河水中，不幸牺牲。

我省两个群体一个个人入选
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杨军政）为推
动落实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规范机动
车驾驶人考场管理，4月 24日，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出台《河南省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管理规
定（试行）》，进一步严格机动车驾驶人考场准
入，健全考场管理监督、评价考核和惩戒退出
等制度，规范管理，让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更加
透明、公平和方便。

该规定是《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
法》等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和公安部《机动
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的具体细化，河南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结合全省实际，在以下4个方

面进一步作了明确要求。
一是要求坚持公正选用社会考场。机动

车驾驶人考场以政府投资自建为主，对政府
投资建设的考场不能满足本地考试需求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可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法选用由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的社会考场。租用社会考场
应当按规定支付费用，不得无偿使用。

二是进一步要求考场只能用于考试，考
场不得用于考前模拟训练。自建考场和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选用的社会考场，考试场
地、考试车辆、考试系统和考试设备不得用于

驾驶训练，不得设立强制性消费项目；考试系
统不得加挂模拟培训系统，不得与模拟培训
系统共用。

三是进一步明确考场独立设置，封闭管
理。要求考场场地独立，封闭管理，仅用于驾
驶人考试，不得与训练场地混用成为经营谋
利的场所。

四是进一步明确考场在法定工作日要将全
部考试能力投放到互联网预约。要求不得向考
场分配考试指标，所有考场的全部考试能力都
要投放到互联网平台进行预约。只要考生预约
成功，就要按预约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考试。

河南交警出台新规，规范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管理

不得向考场分配考试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