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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开幕
本 报 讯（记 者 郭 跃 华）4 月 17
日，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开幕式暨重大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
堂举行。本届投洽会共邀请客商
1.96 万人、签约项目 321 个，投资总
额 4399 亿元。
作为我省今年举办的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一次经贸
活动，本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更加突出国际性、针对性
和实效性。参会客商来自全球 86 个
国家和地区。
本届投洽会共举办 6 项重点活
动、9 项专题活动、两场境外商协会
经贸活动，5 场兄弟省市区经贸对接
活动和投资贸易展览展示。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大数据产业
发展暨郑开科创走廊建设交流会
上，中原大数据交易平台正式上线，
郑州市郑东新区的龙子湖智慧岛、
开封市的运粮湖引智产业园等项目
被分别向海内外客商进行了推介。

我省首个省定
贫困县脱贫摘帽
据新华社电 河南省政府新闻办
4 月 17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舞阳
县正式脱贫摘帽。这是继兰考县和
滑县之后，河南又一贫困县脱贫摘
帽，
舞阳县也成为河南省第一个成功
摘帽的省定贫困县。舞阳县脱贫摘
帽后，
河南省贫困县数量减至50个。

我省防震减灾
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国福）为大力普
及防震减灾科学知识，
宣传防震减灾
法律法规，
在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和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
省委宣传部、省地震局联合下发通
知，
要求做好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期间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昨日，
由省
地震局组织的 2018 年全国防灾减灾
日河南省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启动。
据悉，活动时间为 4 月 17 日至
4 月 27 日。活动中，省地震局将组
织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河南法制
报等媒体记者对防震减灾工作一线
进行采访报道，全面展示我省防震
减灾工作进展和科技创新成果，引
导社会公众增强灾害风险防范意
识，
提升抵御灾害综合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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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领会宪法精神 持续抓好学习贯彻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宪法讲座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4 月 17 日，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举办宪法专题讲座。郑州大学法
学院院长苗连营以《深入学习和实施宪法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为题作专题辅导。
专题辅导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2018 年完成宪法修改的历史

背景与核心要义等方面，对宪法进行了深刻
阐述。
专题辅导指出，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施
行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要充分认识
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宪法精神，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认真履行法
定职责，确保宪法、法律在我省得到有效贯彻
实施。要持续抓好学习贯彻，努力做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的模范。

我省食药监、公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

食品药品违法 处罚到人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近日，省食药监
局、省公安厅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食
药监部门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
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规定。
通知要求，要充分认识落实食品药品违
法行为处罚到人的重要意义，以严厉的执法

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要
认真组织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人员、公安民警
深入学习涉食品药品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检、公安部有关规定和
食品药品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文件，切
实加强对基层执法人员的培训。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上接 01 版）
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
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人民
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
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
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
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立足于
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
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
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
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
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充分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
力。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
时代新要求，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切
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

河南新闻
名专栏

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
家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重大风险、加强法
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
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
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统筹
国家安全事务的作用，抓好国家安全方针
政策贯彻落实，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
着力在提高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
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驾驭风险、迎接挑
战的本领。要加强国家安全系统党的建
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教育引导国
家安全部门和各级干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国家
安全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党委（党组）国家安
全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
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加强对履行国家安全职责的督促
检查，确保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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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要加强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建立完善案件协商、执法协
作、信息通报、数据共享等工作机制，适时开
展联合执法检查,形成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
为的合力；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将食品药品
严厉处罚的规定宣传到位。

社区矫正管理
强化治本安全观
本 报 新 乡 讯（记 者 穆 黎 明
通讯员 张艳娟 高翔）近日，省司法
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汪奇志一行
到获嘉县调研指导社区矫正工作。获
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明俊等一同
参加。
调研组一行来到获嘉县社区矫正中
心，对报到室、宣告室、监控中心、训诫
室、学习教育室、阳光之家、心理矫正室等
功能区域进行实地查看，详细查阅社区矫
正档案资料，了解社区矫正中心各项制
度落实和信息化建设情况。
座谈会上，调研组肯定了该县社区
矫正管理工作，并要求强化治本安全
观，继续严格执法，宽严相济，规范社
区矫正档案管理，确保服刑人员不
脱管、不漏管、不虚管；要在信息化
建设上下功夫，按照相关标准建
立社区矫正视频指挥平台和
远程督察系统，加强定位
监管，建设标准化社
区矫正中心。

雨中送锦旗
未赔。为此，杨某将李某起诉到固始县法
院。固始县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李某赔
偿杨某各项损失 185496 元。法院判决生效
后，
李某仍拒不给付赔偿款。
2017 年，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李大江依法向李某送达执行通知书，但
李某逃避执行，常年不在家，此案陷入无法
执行状态。
执行法官李大江多次到李某老家调查
其财产状况，并做其家人的思想工作，讲明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严重后果。其家人
不但不配合，还妨碍执行工作开展。鉴于
以上情况，该院决定依法对李某拒执行为
实施打击。
固始县公安部门对李某进行网上追
逃。李某终于在 2018 年 2 月份落网，被羁
押在固始县看守所。李某家人闻讯后，表

示愿意执行。在李大江的主持下，杨某与
李某家人达成执行和解，李某家人一次性
赔 偿 杨 某 各 项 损 失 14.2 万 元 ，并 当 场 履
行。杨某表示愿意谅解李某。最后，固始
县法院依法判决李某拘役一个月。此案至
此得以成功执结。
听完这个曲折的执行故事，我也深为
法官的倾力执行感动。
不一会儿，郑镇林来到法院，杨某的儿
子迅速迎上前去，把抱了半天的锦旗送给
了他，口中不停地说：
“感谢郑院长、固始县
法院法官……”
打开锦旗，上面写着 8 个大字：
“公正廉
洁，执法如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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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春雨潇潇，缠绵如丝。
一大早，我来到固始县法院，看到一名
穿着蓝色西服的男子站在大院内焦急地等
待着。起初我以为是有案情，但再一看，他
怀中揣着一面锦旗，这下吸引了我。我忙
上前去询问。
原来，该男子是申请执行人杨某的儿
子，他为了感谢固始县法院的倾力执行，特
意送来锦旗。他要将这面锦旗亲手送到固
始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镇林的手中。
之后，我向该院研究室主任裴国刚询
问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2013 年 10 月 5 日，固始县人李某驾驶
两轮摩托车行驶在该县汪棚镇公路上，在
叶岗村路段，将正在路边行走的杨某撞倒
致伤。经固始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处理，李
某对此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但李某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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