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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对法院执行工作作出批示

协同作战勇攻坚 综合治理执行难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

明）昨日，记者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6 月 4 日，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对全市法
院解决执行难工作作出批示，对法院执行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就解决执行难
提出明确要求。

周斌在批示中说，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上级法院的有力指导
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措施得力，推进有力，
在破解执行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

极进展。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性、紧迫性，
进一步加强对解决执行难的领导和协调。各
单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完善工
作机制，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大格
局。全市两级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
作落实，加强作风建设，以敢打必胜的信心和
决心，攻坚克难，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场硬仗。

据了解，今年以来，平顶山市两级法院在

以往执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责任、优
化举措，积极克服解决执行工作中的困难问
题，扎实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冠华每
周主持召开院党组会听取执行工作汇报，并
多次通过实地调研和利用执行指挥中心巡查
的形式，督导全市各基层法院执行工作。

据悉，今年前5个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
理各类执行案件10947件，结案4848件，同比
分别增长21.28%、7.97%。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6 月 6
日，记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我省
5月份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
况已有结果。在这份“成绩单”
中，南阳市排名第一，郑州市排名
第七，平顶山市、三门峡市、新乡
市排名靠后。

据了解，根据《河南省环境空
气质量月排名暨奖惩办法 (试
行)》的规定，依据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我省 5 月份市县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情况具体名次如下：

在省辖市排名中，按照空气
质量及同比改善程度由好到差依
次为南阳、许昌、漯河、焦作、安
阳、濮阳、济源、郑州、周口、开封、
鹤壁、驻马店、信阳、洛阳、商丘、
平顶山、三门峡、新乡(其中濮阳、
济源排名并列第六)。

在县(市)排名中，按照空气
质量由好到差，前 20 名县(市)依
次为：信阳商城县，周口郸城县，
洛阳栾川县、嵩县，南阳桐柏县、
南召县、新野县，三门峡卢氏县，
信阳新县、淮滨县，洛阳汝阳县，
信阳罗山县、息县，平顶山郏县，
南阳淅川县，周口淮阳县、商水
县，信阳光山县，商丘宁陵县，信
阳固始县。

按照空气质量由好到差，后
20 名的县(市)依次为：新乡原阳
县，郑州航空港区，焦作博爱县、
武陟县、温县，郑州新郑市，洛阳
新安县，焦作沁阳市，新乡封丘
县、延津县，鹤壁淇县，焦作修武
县、孟州市，郑州荥阳市、巩义市，
新乡辉县、新乡县、获嘉县、卫辉
市，三门峡渑池县。

按照《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
月排名暨奖惩办法(试行)》规定，
省攻坚办对本月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后 3 名的省辖市(平顶山、三门
峡、新乡)，排名后 20 名的县(市)
政府进行警示。

5月份全省市县
空气质量排名有果

本报讯（记者 荆锐）昨日，记
者从省司法厅获悉，6 月 1 日起，

“我与司法行政”好故事征集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省司法行
政机关干警和法律服务者征集工
作中发生的鲜活故事。

此次“我与司法行政”好故事
征集活动，旨在生动展示司法行
政工作在改革发展中的新实践、
新成绩、新经验，生动展示司法行
政干警及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忠诚
与担当、坚守与奉献，树立我省司
法行政队伍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
和精神风貌。参赛作品体裁不
限，文字、图片、音频、视频、H5等
形式均可，要求突出典型性、先进
性，经得起实践检验。

据介绍，作品征集时间为 6
月 1日至 7月 1日。届时，省司法
厅将对参赛作品进行初选，对符
合要求的作品在“河南司法行政
在线”等新媒体平台展播，并组织
专家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若干名，将获奖作品推荐至《河
南法制报》刊登。

“我与司法行政”
开始征集好故事

作品征集时间为
6月1日至7月1日

（上接01版）与两级检察院领导班子和部分人
大代表、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情况汇报
和意见建议，并深入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河南
省鹏辉电源有限公司、驻马店市王守义十三香
调味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走访，了解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企业发展的做法和成效。

顾雪飞对安阳、信阳、驻马店三地检察机
关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强化自身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就如何做好
当前检察工作，顾雪飞强调，全省各级检察机
关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在强化理论武装、深化
政治建检上持续发力，提高政治站位，牢记检
察机关的政治定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真正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检察工

作的方方面面；要全力服务保障打赢“三大攻
坚战”，在找准司法需求、增强服务实效上持续
发力，认真落实省检察院部署的“双十条”，进
一步找准服务保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坚持司
法办案服务大局，立足检察职能，充分发挥法
律监督作用，为打赢“三大攻坚战”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要坚决打赢内部“三场硬仗”，在解决
突出问题、推动转型发展上持续发力，开展好

“规范司法行为、全面从严治检、推动转型发
展”大讨论活动，抓住本单位本地区突出问题，
坚决打赢“挤水分、重规范、强纪律”三场硬仗，
尤其要认真做好“以案促改”工作，切实提升检
察工作转型发展的质量和效果，切实提升从严
治检水平，切实提升检察队伍形象，为检察工
作转型发展排除障碍、铺平道路、奠定基础。

全力服务保障打赢“三大攻坚战”

（上接01版）会议强调，全省
各 级 公 安 机 关 要 增 强“ 四 个 意
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驾
护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责任担当，
依法履职尽责。要紧紧围绕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盯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以

“零容忍”“零懈怠”的态度，对环
境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发 起 凌 厉 攻
势。要严格执行老旧车淘汰制
度，强化渣土车专项整治，强化
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强化烟花
爆竹禁限放管理，强化涉环境违
法犯罪打击整治，为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作贡献。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要迅速掀起打击非法采砂和盗
掘破坏文物违法犯罪的集中行
动，将打击非法采砂和盗掘破坏
文物违法犯罪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结合起来，联合河务、水利、文
物等部门，实施精准打击，打出声
威、打出实效。同时，要加大正面
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
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对环境违法犯罪
“零容忍”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侯梦菲王磊）站新时代发展
风口，筑新视听内容未来。6月6日，
值大河报豫直播平台上线一周年之
际，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展论
坛盛大开幕，全国 50多家主流媒体
直播、短视频平台负责人汇聚郑州，
握指成拳，畅谈融媒转型。活动现
场，为倡导风清气正网络环境，多名
与会代表共同签署《郑州宣言》。

据介绍，该论坛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国党媒新媒体视听内容
融合发展矩阵、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主办，大河报社、大河报豫直播承
办，旨在倡导风清气正的内容生产
价值导向，更好地拓展主流媒体传
播阵地，彰显新型主流媒体的媒体
责任，提升党媒新媒体视听内容平
台的竞争力。

活动当天，“影像管家服务”启
动，大河报豫直播与多家单位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羊妙妙杯“金羊奖”
全国正能量短视频大赛同时启动，
邀全国网友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讲
好中国故事。

全国党媒视听内容
融合发展论坛举行

50多家主流媒体视听
平台“智”汇郑州，现场签
署《郑州宣言》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记者昨日从省公安

厅获悉，为给全省高考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省公安厅制订下发《河南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全保卫
工作方案》。今年高考期间，全省省、市、县三
级公安机关投入的警力将不低于10万人次。

集中清查整治 整改1871处隐患
按照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细

化了安保工作方案，明确各警种各部门的职责
分工。在此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会同教
育、工商、工信等部门，清查各类商铺1321家，
收缴“三无”电子产品461件；组织力量梳理排
查管控重点人员 1150 人，清查酒店、出租屋、
网吧等9200余家，发现整改各类治安、消防隐
患1871处。各地交警部门对考点周边道路安
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制定完善了高考期间交
通管理预案。

严打涉考犯罪 刑事拘留27人
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涉考犯罪的打击力

度，开辟高考安保网上战场，对涉考类网站、贴
吧等加强网络巡查。郑州、开封、漯河、南阳等
地公安机关根据有关线索，连续侦破了7个涉
考违法犯罪团伙，抓获41人，其中刑事拘留27
人，收缴作弊器材18套。按照既定计划，6月6
日，全省公安机关在前期排查清查的基础上，
再次集中开展统一清查整治行动，打击涉考违
法犯罪，净化高招考试环境。

加急办理考生身份证4000余张
为切实做好高考学生身份证办理工作，省

公安厅开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4 月份
以来，省公安厅制证中心受理制作考生身份证
30 万余张，其中加急办理 4000 余张。考试期
间，全省公安机关将在每个考点设立临时勤务
点，受理考场周边各类案件线索和报警求助。

投入警力将不低于10万人次
河南警方放大招

“高考期间，饭店不
能响音响……”昨日，在
郑州市六十一中考点附
近，郑州市金水区丰产
路办事处联合金水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四中
队、丰产路办事处食药
监所和丰产路办事处城
管科等部门，开展“静
音”行动，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静音”

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