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 者 惠 婷 实 习 生
吴 楠）6月 18日，省纪委通报了五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并对
党员干部过端午节发出廉政提醒。

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
问题分别是：

驻马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所副处级侦查员节清林违规收受礼
金问题

节清林在任正阳县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期间，两次收受该局党委
委员、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朱玉东所
送礼金共计 1.5 万元。2015 年 3 月，
驻马店市纪委给予节清林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对其违纪所得予以收
缴。

息县张陶乡党委书记曹良军违
规收受礼金问题

曹良军在任该县长陵乡党委书
记期间，借乔迁新居之机，收受部分
干 部 礼 金 共 计 5000 元 。 2015 年 5
月，息县纪委给予曹良军党内警告

处分，并对其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南召县环保局党组成员张玉春

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张玉春借过节之机，3次收受该

局环评股股长周学东所送礼金共计
2800 元。2015 年 4 月，南召县纪委
给予张玉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
对其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卫生院挥
霍浪费公共财产问题

2012 至 2014 年，该院在申报建
设项目过程中，违规购置价值 11600
元烟酒礼品入账报销，该院院长李
宏超对此应负重要领导责任。2015
年 4月，漯河市召陵区纪委给予李宏
超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的区卫生局局长董永
杰、分管财务工作的副局长王富元，
对负有监督责任的纪委书记于淑芳
分别进行诫勉谈话。

安阳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党
支部书记、副站长杨柳根违规使用

公车问题
2015年 4月 6日晚，杨柳根违规

驾驶公车外出，并将其停放在安阳
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某酒店外，在
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15年 4月，
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予杨柳
根行政警告处分。

端午节到来之际，省纪委再次
提醒各级党员干部廉洁过节：严禁
收受粽子等节礼；严禁公款吃喝、出
入私人会所活动；严禁指示基层单
位接待个人外出探亲、旅游等非公
务活动；严禁参与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宴请；严禁参与各种形式
的赌博活动；严禁违规使用公务用
车；严禁将相关费用转嫁给国有或
民营企业。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公开举报方
式，接受群众监督。要在节日期间
组织明察暗访活动，持续加大监督
检查和执纪问责力度，以“零容忍”
态度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③12

本报讯（记者惠 婷 实习生
吴 楠）据河南省纪委微信公众
平台“清风中原”6月 18日消息，
5 月份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继续发力，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192 起，处理
243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 172
人；处分人数中乡科级干部占
绝大多数，共 166 人，处分县处
级干部 6人。

在查处的各类问题中，“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
为突出，党纪政纪处分 62人，占

处分人数的 36.0%；居第二位的
是“大办婚丧喜庆”问题，处分
26 人，占 15.1%；居第三位的是

“ 违 规 发 放 津 补 贴 或 福 利 ”问
题，处分 24人，占 14.0%。

分区域看，在 18 个省辖市
中，查处力度较大，党纪政纪处
分人数较多的有洛阳（21 人）、
郑州（15人）、商丘（14人）；在 10
个直管县中，长垣党纪政纪处
分 11人、汝州 6人、永城 6人，滑
县未查处问题，巩义连续 5个月
处理和处分人数均为零。③11

于文斌（1916—1938），男，汉族，河南省息
县临河集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创始人之一。

于文斌 1934 年 6 月加入共青团，同年 11
月，从焦作转移到北平，以华北学院大学生的身
份从事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
运动。1936 年 4 月，他接受恢复共青团北平市
委的任务，组成了共青团北平市委，任书记。5
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末，调中共北平市委
大学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委员，负责组织领导城
内各大学党的工作。 1937 年 1 月，他不幸被
捕。同年 7 月越狱成功，党组织遂将他派往济
南，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平津流亡学生
会”国际部工作。9 月，他被派往冀鲁边，与津
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等会合，组建了冀鲁边区
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鲁北特委，任书
记。10 月，鲁北特委改为中共冀鲁边工委，他
继任书记。11月，他和共产党员傅炳翰等争取
和改造了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
装，领导成立了游击小组，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以此为基础，他根据省委的决定，积极组织抗日
武装，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组建了“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实际担负着领导
边区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的重任。1938 年 2
月，在解放盐城县的战斗中，他不幸牺牲，年仅
22岁。③12

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6月 18
日，记者从省妇联获悉，我省 2015
年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落下帷
幕。王建民等 30户家庭当选河南
省“最美家庭”，刘培等 260户家庭
被授予河南省“最美家庭”提名奖
荣誉称号。

今年 2月，省妇联联合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在全省启动
了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全省各级
妇联依托5万多个“妇女之家”，层层
发动，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家庭
积极参与，通过组织推荐、自荐、互
荐等形式，多角度寻找最美家庭。

同时，活动不设标准、不设门槛，多
渠道征集、群众评议及网络投票，发
动全民参与，谁最美群众说了算。

此次当选的“最美家庭”中，有
创办绘画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喜欢画虎的年轻人，带领他们走上
艺术之路的王建民家庭；有带动
400 多户乡亲走上致富之路的靳
福叶家庭；有自办书苑让乡亲们零
门槛读书的李翠利家庭；有悉心照
顾偏瘫父母的朱丽家庭……他们
向广大群众传递了幸福理念，弘扬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了

“孝爱亲和廉”家庭美德和优良家
风。③12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6月 18
日，我省召开“三查三保”第三项查
保活动动员会，对“查保障民生、服
务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着力化解
社会矛盾，确保大局和谐稳定”活
动作专门动员。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刘满仓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部署，迅速在全省开展

“三查三保”特别是第三项查保活
动，做好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工
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刘满仓强调，深入开展“三查
三保”第三项查保活动，要统一思
想 、提 高 认 识 ，充 分 认 识 到 开 展

“三查三保”活动，是落实中央指
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是保
持河南改革发展稳定良好态势的
重要举措。要不等不靠、主动自

查，立即行动，尽快制定本单位、
本系统的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动
员部署，抓好自查，做到随时发现
问题、随时予以解决、随时消除隐
患。要聚焦问题、认真查改，坚持
问题导向，排查解决民生、社会保
障领域及社会稳定方面的突出问
题。要带案督查、严格督查，立足
本职，对本系统、本行业开展专项
检查，促进“三查三保”第三项查
保活动落到实处。要加强领导、
夯实责任，强化问责意识，做好典
型引路，建立长效机制，切实解决
有关保障民生、服务群众、影响社
会稳定方面的突出问题，为维护全
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省直 16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和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党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参加会议。③12

本报讯 （记者王 平）6 月 17
日，副省长张广智带领省水利厅、
团省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
商丘市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张广
智要求，要把防汛准备工作做扎
实、做充分、做细致，防汛措施落实
到位，确保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张广智一行先后查看了睢县惠
济河板桥闸、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黄河故道马楼水库险工、虞城
县大杨集镇虬龙沟姜楼闸等，并听
取了当地水利部门关于桥闸的除险
加固、城区排水、汛期水流量情况以
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

张广智强调，防汛工作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
识，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麻
痹大意。要着力完善各类防汛预
案体系，提高防汛预案的科学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防汛
队伍建设和防汛物资储备，把防汛
工作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
确保度汛安全工作责任明确、组织
完善、运行灵活、动员迅速、保障有
力。要对水库、河道等病险情进行
仔细排查，抓紧落实整改措施，及
时把危及汛期安全的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确保安全度汛。③8

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6月 18
日，九三学社创建 70周年、九三学
社河南省委员会成立 30周年纪念
会议在郑州举行。九三学社中央
副主席谢小军，省政协副主席、九
三学社省委主委张亚忠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
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主委龚立
群，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
委高体健，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联主席梁静到会祝贺。

谢小军说，九三学社河南省委
员会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推动组织
建设，提升履职水平，打造服务平
台，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各项工作卓

有成效。他指出，要进一步筑牢合
作共事的政治思想基础，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

“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凝
聚力量，求真务实、勇于担当，为河
南发展和改革多作贡献。

张亚忠在讲话中回顾总结了
工作经验和体会。他指出，全省各
级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在九三学
社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正确领导
下，在省委统战部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适应新变化，融入新常态，践行
优良传统、传承政治薪火，加强自
身建设、提升参政能力，强化责任
担当、高效履职尽责，努力开创社
务工作新局面。③6

省纪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典型问题
提醒全省党员干部廉洁过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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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九三学社工作新局面

我省“最美家庭”评选结果揭晓
王建民等 290户家庭当选

视觉 新闻

6月16日，
沁阳市第二小
学机器人社团
的孩子们在拼
装“机器人”。
该市强化中小
学校学生社团
建 设 ，目 前 全
市每所学校至
少有 4 个以上
的学生社团，小
学生参与率达
到100%。⑤3

杨 帆 摄

6 月 17 日，三门峡市“百姓宣讲直通车”进
基层宣讲巡演活动在灵宝正式启动。巡演活动
通过戏曲、快板等艺术形式对十八大精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生动阐释。⑤3赵 华 摄

本报讯 （记者童浩麟）6月 18
日上午，开封众创空间揭牌当天，
就迎来了参加 2015CFF 青年创业
大赛的众多创业青年。

日前，开封市出台《开封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众创空间推
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明
确了加快众创空间发展的各项政
策，并从今年起每年设立不低于
10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众创空间平台建设和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的举办。

开封众创空间引发了省内和
周边省市创业者的广泛关注，在

创 客 中 具 有 很 强 影 响 力 的
2015CFF 青年创业大赛，也特地
把中部赛区的赛场设在这里，吸
引了 30 多个团队、120 余名参赛
者。

“到今年年底，开封还将至少
有 20家这样的创新创业平台投入
运行。”开封市长侯红说，开封市
将从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到创业基金，
在全产业链上搭建平台，提供全
要素的办公场地，全方位的创业
指导，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
热潮。③11

开封众创空间昨日开放

6 月 18 日，镇平县安字营镇博金农业种植
合作社社员们在分拣准备外销的黄金瓜。今
年，该合作社种植的 260 亩黄金瓜全部被提前
预订。⑤3 张卡申 摄

6 月 16 日，民权县双飞种植合作社葡萄大
棚里，市民在采摘葡萄。近年来，该县利用“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项目”专项资金，积极扶持培育
大棚种植，帮助农民增收致富。⑤3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