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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浚县检察院未检科科长袁凤娟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9岁女孩娜娜（化名）
花费了星期天整整一个下午画的一幅画。画
上有红彤彤的太阳、茂盛的大树和一座白色的
房子。她把画捧在手心，眼眶湿润了……

今年1月19日，袁凤娟认识了娜娜。娜娜
是该院未检科受理的一起性侵案的被害人。
案发后，娜娜一直情绪低落、自卑，不肯与人交
流，强烈排斥上学，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
袁凤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作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袁凤娟想对女
孩进行心理疏导。可这个想法刚对娜娜的妈
妈提出来，就被一口回绝了。娜娜的妈妈是地
道的农村妇女，她害怕心理疏导会对孩子造成
二次伤害。而具有专业心理知识的袁凤娟深
知，对于这个心中满是伤痕的小女孩来说，目
前是心理疏导的最佳时机，若不及时疏导，留
在孩子心理上的阴影可能一生都挥之不去。

袁凤娟跟同事何荔枝一趟趟地往娜娜家
里跑，最终，她用一个母亲特有的温柔，结合自
身过硬的专业素质，征得了娜娜妈妈的同意。

2 月 8 日，在浚县心理协会和浚县检察院
的安排下，浚县心理协会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放
道和袁凤娟通过沙盘游戏、亲子游戏等方式对
娜娜进行了心理疏导。

第一次心理疏导结束后，娜娜的眼神开始
有了生机，不再害怕与人接触。

之后的一个月，袁凤娟多次到娜娜家，陪
她聊天，和她一起做游戏，像关心自己的孩子
一样关心娜娜的成长，时刻关注她的心理变
化，及时进行疏导。慢慢地，娜娜开始跟自己
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嬉戏，并期待跟小伙伴们
一起上学。

“凤娟呀，孩子放学到家了。我们全家打
心眼里感谢你们呀，现在孩子各方面挺好的！
今天她还开心地跟我讲了在学校新学的东西，
并且还说要送给你一件礼物呢。”日前，娜娜的
妈妈给袁凤娟打来了电话，激动而又开心地
说。

一份特殊的礼物

本报讯（记者 马国福）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濮阳县清河头乡管五星村南绿油油的麦田
里，有几个人正在舞锨弄镐。

记者走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第三研究室的工程师，
正在挖坑往地下安装防 EPS 短周期便携式地
震仪，用以探测 12 万年以来仍在活动的活断
层与潜在的地震危险。

这是濮阳市政府为提高防灾防震减灾水
平，投资 900 余万元开展的“濮阳活断层探测
与地震危险性评价”民生工程。

据随行的濮阳市地震局副局长李玉民介
绍，濮阳位于华北平原地震带边缘、在内黄隆
起和东濮凹陷上，历史上濮阳及周围发生的地
震对濮阳产生过较大的破坏。该工程 2017年
完成项目立项等工作，今年年初正式开展项目
数据采集工作，预计项目 2020 年结束。项目
结束后，将提供濮阳市断裂分布情况以及活断
层的地震危险性评价结果，为濮阳市城镇规
划，活断层避让等提供依据。

工程师邱勇一边安装地震仪一边告诉记
者，现在看到的是密集台阵观测野外工作现
场。为避开噪声干扰，保证地震仪器的安全，
他们精心选择地震台站位置，经过 4 天的努
力，他们在濮阳地区共布设了 406 台地震仪。
这些地震仪将连续观测一个月。

据项目承担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
探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段永红介绍，
工作具体目标是确定濮阳市第四纪主要断裂
空间分布及活动性等，提出城市经济建设中活
断层危害防范对策。

“追捕”潜伏12
万年的地震“元凶”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统一领导。党管干部不仅管干部的培
养、提拔、使用，还要对干部进行教育、
管理、监督，对违纪违法的作出处理。

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反腐

败工作机构，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
署办公，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对违纪的进行
查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进行调查处
置，这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党的
领导的重要体现，是完善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扎实推进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持续加大。4 月 23 日，
郑州市纪委通报3起扶贫领域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1.登封市君召乡黄城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马金石套取国家扶贫资
金问题。2014 年，马金石等 5 人以实物
出资方式注册成立登封市松强种植专
业合作社。2017 年 3 月，马金石以松强
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 21 户贫困户脱贫
的名义，申报 2017 年科技产业化扶贫

项目。马金石仅征求 1 户贫困户意见
并签订带贫协议，在其余 20 户贫困户
不知情的情况下，代替该 20 户贫困户
与松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带贫协议，
并将虚假协议上报至登封市扶贫办，套
取国家扶贫资金 16 万元，建设 300 平方
米规模化鸡舍。2017 年 4 月，马金石受
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2.荥阳市崔庙镇郑庄村党支部书
记王万周以集体名义骗取财政扶贫搬
迁资金问题。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5
月期间，为争取扶贫搬迁资金，弥补新
村建设资金缺口，王万周主持村两委会

议，将不符合扶贫搬迁条件的 122 户确
定为扶贫搬迁户，骗取国家 549 万元财
政扶贫搬迁资金，用于新村建设。2018
年 4月，王万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3.新密市平陌镇龙岗村党支部副
书记侯秋玲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题。
2015 年，侯秋玲负责平陌镇龙岗村危
房改造工作期间，在明知其本人不属
于危房改造对象的情况下，伪造相关
材料为本人进行危房改造申报，套取
危房改造资金 7000 元。2017 年 12 月，
侯秋玲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违纪款
予以收缴。

郑州市通报5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4月23日下午，郑州市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办在郑州市环保局召开第一季度全市重点工作新闻通
气会，对郑州市第一季度空气质量及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进行了发布，并通报5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郑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7至
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圆满完
成；2018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主要污染指标明显下降。一季
度郑州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5天，同比增加4天。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年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郑州市2月、3月连续两月排名退出74个重点城市后十位。

发布会还指出，2018年1至3月份，郑州市环保系统按照环
保新法新规严格执法，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执法力度，1至3月份，
全市共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93 份，罚款金额 816.04 万
元。查办的环境违法案件按类型分主要有，建设项目未经审批
擅自建设类、大气污染防治类、重型柴油车超标排放污染控制
装置不符合要求类、不执行应急管控措施类等类型。

案例①：新密市大隗镇观寨村天园纸业有限
公司采取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2018 年 2 月 2 日，新密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
员在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一分厂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排放至双洎河，造成入河
处附近水质异常，呈红颜色。该公司此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之规定，执法人员立即进行立案调查。2018年2
月5日，新密市环保局将该案件移送至新密市公
安局。

案例②：新郑市龙湖镇崔某某、郭某、范某
某、张某等4家养猪场利用渗坑排放养殖废水案。

案例③：惠济区郑州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拒
不执行市政府橙色预警应急措施案。

案例④：郑州瑞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未批先建案。
案例⑤：郑州大唐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重

污染天气查封设施案。

郑州市纪委通报3起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持续铲除扶贫领域腐败

第二条 坚持中国共
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
领导，以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
集 中 统 一 、权威高效的
中 国 特 色 国 家 监 察 体
制。

【法条原文】 【释义】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法规室编写、中国方
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

主要体现在：第一，解决了监察范围
过窄问题，填补了监察对象上的空白。

第二，解决了纪法衔接不畅问
题。改革后，监察能够管住纪与法，解
决过去一些地方职务违法无人过问，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先移后处”“先法
后纪”，甚至出现党员“带着党籍蹲监
狱”等问题。

第三，解决了反腐败力量分散问

题。改革后，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
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
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有
利于形成监督合力，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解决了手段单一问题。监
察法规定了 12 种调查措施，依法赋予
监察机关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
置取代“两规”措施，提高了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水平。

三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
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根
本目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形成了
科学完备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既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
重要总结，也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
大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改、为
谁改、怎么改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
的思想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本条是关于监察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和监察工作指导思想的规定，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一季度郑州优良天数同比增加4天
■铁腕治污保卫蓝天

纪念第十个防灾减灾日·汶川地震十周年

提高防灾防震减灾水平

■新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