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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次查清
地理国情“家底”
本报讯（记者 荆锐）记者昨
日从河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
情普查公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历时近 3 年，我省首次获得了全
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海量地
理国情信息，全面查清了全省各
类地理国情要素的状况和空间
分布特征，掌握了全省地理国情
“家底”。
从整体区域分布看，自然地
理要素分布占比面积中，南阳占
16.79% ，信 阳 占 12.17% ，洛 阳 占
9.52% ；自 然 地 理 要 素 占 比 面 积
中,54.35%分布在平原，12.32%分
布 在 台 地 ，9.38% 分 布 在 丘 陵 ，
23.95%分布在山地。
从各类型分布看,地貌类型
方面,平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57.13% ；台 地 面 积 占 12.29% 。
全省水面面积共计 3673.72 平方
千米。全省荒漠与裸露地面积为
716.97 平方千米,其中，67.53%分
布在平原。

（上接 01 版）
你们是如何安排部署安保工
作的？你们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
采取了哪些措施？公安检查站是
如何“过滤”各类安全隐患的？你
们是如何夯实安保维稳工作责任
制的？……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
调度中，省公安厅领导现场随机
提问，由有关省辖市公安局主要
领导同志现场回答。
调度发现，全省多数地市公
安机关临战意识强，反应迅速，工
作思路清晰，工作部署扎实有力，
对省公安厅领导提出的问题对答
如流。但也发现了个别地市存在
的一些问题，例如，临战氛围不够
浓厚，工作部署习惯于常态常规；
安保维稳措施不够扎实、警令不
畅、工作棚架；队伍管理不严格，
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针对上述问
题，舒庆要求尽快查漏补缺，并要
求开展责任倒查，确保全省安保
维稳基础扎实牢固。
舒庆强调，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是全国全党的一件大
事、盛事，全省公安机关要把习近
平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
求作为根本遵循，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以赴
投入到安保维稳工作中，以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最硬措施从实从
细抓落实，坚决打赢安保维稳这
场硬仗，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答卷。
舒庆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安保工作
落实。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做保
障。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关
键时期，公安机关肩负着重要的
历史任务，全省广大公安民警要
提振精气神，以饱满的热情和良
好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安保工
作。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做保
障。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勇于担
当、协作配合，把需要协同配合的
事情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情，尽心
尽力履职尽责，切实形成工作合
力，提升整体工作效能。要以务
实的工作作风做保障。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全省公安机关要倾尽
办法，狠抓落实，把各项工作责任
逐项细化，层层分解，将问题漏洞
发现在先、解决在前，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要主动抓落实、抓微
观，沉下心、俯下身，一件一件抓
落实，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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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依法行政 打造法治政府
省
“双百”
法治宣讲专场报告会在三门峡举行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9 月 12 日，
河南省“双百”法治宣讲三门峡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场报告会举行，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
分院院长田凯教授作《法治思维与依法行政》
专题报告。市委书记刘南昌主持报告会。
田凯从“中国依法行政的发展历程、应当
加强的 4 个法治思维、依法行政的 4 个基本原
则、依法行政的 4 个具体问题”等方面作了精
彩讲解。
刘南昌在主持报告会时说，要切实强化法

治思维。充分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把强化法治思维作为重大基础性工程，真正做
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
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紧紧抓住关
键少数。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领导干部是关键。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
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推
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
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模范，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

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带头营造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环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积极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和法
治政府建设的部署要求，不断推进行政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确保如期建成职能科
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三门峡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为让中原在实现中
国梦的征程中更出彩贡献应有力量。

济源出台《意见》
《决定》

全力支持法院解决“执行难”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近日，济源出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市人民法院推进解决
台文件，全力支持法院系统解决“执行难”，要 “执行难”
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全力
求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
支持济源两级人民法院解决
“执行难”
问题。
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
《意见》要求，全市各单位要各司其职、相
的执行工作大格局。
互配合，把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当前重要任
8 月 28 日，
济源市委办公室、
济源市政府办
务，积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职权，积极配
公室出台《关于支持人民法院推进解决
“执行难” 合人民法院做好执行工作，使“执行难”问题基
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8月31日，
济源
本解决。
《决定》从要立足职能，加强协作，建立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济源市人民代表
和落实联合惩戒机制；要强化执行，严厉打击

拒执犯罪；要强化监督，扩大公开，不断规范执
行行为；要加强领导，强化执行队伍建设；要加
强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五大方面，强调了
党委、政府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支持，明确
了相关部门协助执行的具体职责。
济源中级法院院长侯保宗表示，济源两级
法院将以《意见》和《决定》的出台为契机，持续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努力实现两级法院“到
2017 年底在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
任务目标。

省环保厅举办
环保大讲堂

防脱逃演习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保监狱安
全稳定，9 月 5 日，省焦南监狱组织开展了处置
罪犯脱逃演练。此次演练旨在全面检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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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记者 杨勇

民警的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在
监狱应急处突中的运用和综合处置能力。
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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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从新郑机场高速经过，都会看到高
速公路两侧成片的枣林。在这个秋高气爽、
大枣红了的季节，我们走进红枣之乡新郑孟
庄，
与孟庄人共话平安。
孟庄位于新郑市东北部，与郑州市管城
区接壤，正处在郑州市区与郑州航空港之
间，区位优势明显，有种植大枣的传统，近年
来更是发展迅猛，各项建设尤其是综治中心
建设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从郑州西南绕城高速东三环南站出发
往东南方向，10 分钟即可抵达双唐社区。在
双湖大道南侧的双唐社区综治中心，治安防
控室负责人介绍，社区有巡逻队员 20 名，每
晚 8 点到 12 点由两名社区干部带领 6 名巡逻
队员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进行不间断巡
逻。在高清大屏幕前，值班人员称社区在今
年 7 月份投资 20 余万元对原来的监控平台
进行了升级和改造，安装有 180 多个高清摄
像头，对社区主要路口和重点区域实施全天
候监控，4 名工作人员专职进行网上巡逻。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为提高河
南省环保系统排污许可制度管理水
平，近日，省环保厅举办全省排污许
可制度环保大讲堂。
据悉，实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度，将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成为固定
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党中
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也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和考核
评价的内容之一。大讲堂邀请环保
部规财司排污许可办公室潘英姿处
长讲解。潘英姿从排污许可制度国
内外背景、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施方案》主要思路、全面推进排污
许可制改革制度设计、全面推进排污
许可制改革及拟解决的问题、后续工
作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解。

红枣之乡话平安

高清监控还安装到每个楼道内和每部电梯
内，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为预防老人和小
孩困在电梯内无人知晓，电梯内还装有无线
对讲系统，一键呼叫即可与治安防控室内的
24 小时值班人员对话，以便值班人员及时处
置。今年以来，社区内共发生治安案件 3 起，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五成。
双唐社区矛盾调处室负责人介绍，他们
现有 6 名工作人员负责矛盾纠纷的排查与调
处，每周开展一次矛盾排查。矛盾调处室工
作人员依靠楼道保洁、社区干部、巡逻队员
发现矛盾苗头，因为谁家发生了什么，楼道
保洁、社区干部和巡逻队员一般发现比较
早。此外，工作人员也会主动上门排查，再
就是对于一些隐性的矛盾群众会找工作人
员进行反映。工作人员对收集到的矛盾纠
纷信息进行登记、分类，能当时解决的当时
解决，不能当时解决的制定解决时限。小事
不出社区，大事不出镇区，矛盾化解在萌芽
状态。今年以来双唐社区共排查矛盾纠纷

两起，全部予以化解。
孟庄镇综治中心负责人则称，该镇综治
中心今年以来共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彩页 4 万
余份，发放法律知识、反邪教、防范集资诈骗
等宣传册 2000 余本，不断提高居民对平安建
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去年 4 月份以来，孟
庄镇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对治安防控监控平
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安装了 520 个监控摄像
头，并且与新郑市公安局 110 系统联网。今
年以来，孟庄镇通过治安防控体系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6 名，诈骗、盗窃警情下降六成；
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20%，治安案件发
案率同比下降 25%；组织矛盾排查 46 次，排
查矛盾纠纷 65 起，调处成功 64 起。
离开孟庄镇的时候，
我看到枣园里有一群
游客正在采摘红枣，
500年树龄的大枣树上，
青
枣、
红枣压弯了枝头。游客边采摘边品尝甜美
的红枣，
欢声笑语飘荡在枣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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