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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 6 省份高速交警联动

严查 8 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陈军 通讯员 杨军政）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由广东省公安交
警总队牵头组织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等地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中南片区联合整治集中统一行动，推进“百日安全行动”。我
省高速交警将按照中南片区联合整治集中统一行动部署，严查 8 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联合整治重点】京港澳高速、连霍
高速、大广高速、二广高速河南段全线
参与此次区域联合整治行动，高速交警
将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危化品运输车、
“营转非”大客车、货车、面包车等 6 类车
辆列为重点车辆，重点查处 8 类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

□延伸阅读

高速公路 8 类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统一组织部署】12 月 10 日至 13 日，
主要查处货车超载、超速及疲劳驾驶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2 月 17 日至 20 日，
主要查处面包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2
月 26 日至 30 日，主要查处公路客车、旅
游客车、
“ 营转非”大客车的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
超速行驶
超员行驶

超载行驶
疲劳驾驶

【源头共治共管】各地对行动中查处的外省
籍被吊销、注销驾驶证及降级、驾驶证记满分的
重点驾驶人及逾期未检未报废、多次违法未处理
重点车辆信息，抄告车籍地公安交警部门，督促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遇有隐患重点车辆在辖区
违法行驶时，及时通报情况、实施拦截，全力协作
配合。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违法停车
客车凌晨 2 时至 5 时违规运行

省民政厅等 13 部门共
同出台文件要求

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伍红
梅）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等 13 个厅（局、联合会），
出台了《河南省社会救助申请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办法》
（以下简称《办
法》）。
《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完善
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社会救
助工作效率，提升救助对象认定准
确率和社会救助的精准度。
《办法》适用于省内政府社会救
助管理部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住
房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等社会
救助工作中涉及的核对工作，由各
级民政、教育、公安等 14 个部门或
单位提供与核对对象家庭经济状况
有关的信息，对核对对象的车辆、房
产、社保、纳税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的
核对。

图片新闻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挂牌

12 月 4 日，由三门峡市委宣传
部、市全面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
公室、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市法
学会联合组织的国家宪法日暨
“ 宪 法 宣 传 周 ”宣 传 活 动 隆 重 举
行。市委书记刘南昌等出席活
动。刘南昌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
将宪法宣传活动与百姓生活结合
起来，拉近宪法与百姓的距离，增
强群众的宪法法律意识，维护宪
法法律尊严。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
讯员 张军时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
园）12 月 6 日上午，河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青，
党组副书记、局长唐远游出席揭牌
仪式并为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揭牌。这标志着新成立的河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运行。

部分驻许省人大代表
到洛阳视察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

实地察看了解 提出意见建议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 陈华 张传新）12 月 4 日，驻豫全国人
大代表集中视察组第五组 40 名代表到三门
峡市湖滨区法院视察工作。省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宋海萍，三门峡市中级法院党组书

河南新闻
名专栏

记、院长梁维，湖滨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涛等
陪同视察。
全国人大代表实地察看了湖滨区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运行情况，现场感受法院的信息
化建设成果。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就自身负

“走转改
走转改”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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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记者 马国福

探访李英寨

到李英寨行政村任第一书记。该村共 8 个
自然村 19 个村民组，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 235 户，
现有贫困户 18 户 48 人。
初到李英寨行政村，
他在学习中工作，
在
工作中学习，
带领驻村工作队员和村
“两委”
班
子抓产业促扶贫，
办实事解难题，
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经多次实地考察，
他把郸城县银
河网业有限公司确定为李英寨行政村的产业
扶贫基地，
带动5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我来到该公司车间，看见老人、妇女等
数十人在织渔网。经理刘兵告诉我：
“朱书
记帮助我们建起了公司，还帮助我们联系
业务。我们现在正在赶制的渔网就是朱书
记和南方一家公司签订的合同……”
该村新建了占地 1800 多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有图书阅览室，文化娱乐器材、健身
器材等配套设施。我随手翻阅一下图书阅
览室里书架上的书籍，科普、致富脱贫、法
律政策等读物一应俱全。
我来到李英寨行政村小学已是中午，

师生陆陆续续赶往餐厅。校长普峰信说：
“县检察院来扶贫以前，我们这个学校建设
6 年没有完工，经过检察院领导和朱书记的
努力，学校工程项目进展迅速，一年内完工
并投入使用。”
朱景明还积极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建
立 了 行 政 村 级 平 安 信 息 群 、成 立 了 巡 逻
队。为改善村容村貌，他带领驻村干部、村
“两委”成员对各自然村进行地毯式清理，
每月组织一次
“大扫除”
。
“下一步，我们以党建促脱贫，加强招
商引资、做强脱贫攻坚产业、加快村集体经
济发展、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人居环境
治理、
加强智志双扶。
”朱景明踌躇满志。
夜幕降临，李英寨行政村灯火通明。
雨雪越下越大，巡逻队出现在村头巷尾，而
朱景明仍在指挥挖掘机清淤。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 助残
国家公益彩票 救孤 济困

特约

中雨，
寒风。
沿着不太宽敞的乡间小道，我在郸城
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薛雁的带
领下，来到离郸城县城 40 多公里的张完乡
李英寨行政村。李英寨行政村是该院帮扶
的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是该院法警大队
副大队长朱景明。
村委会大院空空如也。来到街上，村
民告诉我们，朱书记和检察院有关领导正
在村南头清理排水沟。
风雨中，朱景明和先期赶来的该院党
组成员吕振华、技术科副科长周金才等，指
挥两台挖掘机清理路边排水沟。朱景明
说：
“ 这是县检察院从鹿邑雇来的挖掘机，
一台一天一千多块钱，下雨也得干，不干也
得付钱……”
看着风雨中的朱景明，吕振华说：
“自
从去年担任第一书记以来，景明没日没夜
地干，
用战天斗地来形容他不为过。
”
今年 42 岁的朱景明于去年 4 月被选派

责或关注的问题深入业务部门询问了解相关
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对湖滨区法院的工作给
予肯定，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法院工作，和
法院共同破解司法难题，对该院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何燕) 12 月 3 日至 5
日，部分驻许昌的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到洛阳，就洛阳市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交通建设、乡镇综合服务、文物
保护利用、大型企业创新发展等情
况进行视察。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松涛等领导参加。
视察组先后了解了洛阳市重大
建设项目、对外开放等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对洛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决策部署，全面深化“9+2”工作布
局，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
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地合作，携手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上接 01 版）王国生强调，面
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和
我 省 特 殊 省 情 ，要 始 终 葆 有 敬 畏
之心，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和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
到实处。要着眼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新变化，把握新形势、对标新
要求，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化日
常监督管理，在增强素质、提升能
力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继续深化
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
式，创新载体、找准抓手，推动工作
往实处走。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
加强两院班子自身建设，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
的氛围、干的氛围，树好良好形象，
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和省
委办公厅、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