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预警情况系统会自动通过
手机APP或“蓝信”发送至项目分包责
任人，不间断进行提醒，结果将自动计
入单位和个人电子政绩档案，作为将
来考评、录用的重要依据。

用制度催生和保护充足的
“精气神”

成事在人。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
一旦形成，犹如启动了能量巨大的“加
速器”，推动着各项工作“开足马力、加
速前进”。

在“重中之重”的环境整治和经济
发展方面，二七区主动担当，探索出了
一条“双统筹、双融合、双促进”的路
子。但先试先行不是领导层的“独角
戏”，而是需要全区上下各司其职、共
同出击，合力弹奏一首气势磅礴的“协
奏曲”。

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齐。群

情振奋、斗志昂扬之中，如何解决少数
人的庸懒散？如何叫停一些人的“空手
道”？如何让干活的人不委屈不吃亏？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二七区从制度入手，建立了干部能上
能下、考核激励、容错纠错等机制，建
立督查系统、党建信息系统及“1136”
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来促进转变作风，深挖广大党员干
部的潜力，全区上下逐渐形成了党员
干部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争先恐后干
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套上制度的“笼子”后，成效如何？
以二七区的“先行区”马寨镇为

例，6月份以来，马寨镇的干部职工逐
渐适应了“新常态”——督查组工作人
员手持酒精检测仪等设备，随机抽查、
不间断检查、不定时明察等方式深入
各科室，对迟到、早退、脱岗、中午饮酒
等现象进行严厉督查。如今，马寨镇

干部职工作风明显改善：开会提前 10
分钟入场，手捧材料拒绝手机……

智慧督查系统是二七区率先在全
省建立的政务系统，面向全区抽调了
一批作风过硬、素质优良、能打硬仗
的精兵强将，赋予区督查局督促监察
权、直接处置权、建议奖惩权、参会阅
文权和否决权等 5 项特权，推动督查
机制最优化、平台智慧化、管控全程
化、预警精准化、形态随机化、评估绩
效化、效应常态化等“七化”，打通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全区上下进
一步转变作风。

一开始是“要我干”，如今是大家
自发的“我要干”。如同经济发展与环
境整治双统筹双促进一样，二七区工
作实绩与干部作风也形成了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
动，蕴藏和释放的能量，不仅仅在当
下，更在长远。

统筹发展就要有一股子精气神

郑州公安晒出
半年成绩单

（上接一版）新立非法集资案件 21起、打击处理 149人、成功
起诉74人、挽回经济损失3亿余元。

严打黄赌犯罪，开展“春雷行动”，立案 1334 起，抓获
4334人，关停涉黄场所 186处、涉赌场所 321处，处理人数同
比上升 8300.4%。严打毒品犯罪，相继破获 100克以上重特
大走私、运输、贩卖毒品案件9起，缴获各类毒品5032克。

在全力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郑州公安主动拥抱信息警
务变革浪潮，向科技信息化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执法公信力。

半年来，治理手段不断创新。全市 561家加油站全面建
成运行散装汽油购销系统，1648家物流寄递企业安装使用物
流寄递渠道治安管理信息化系统，51家剧毒从业单位“剧毒
化学品物联网动态管控系统”全部上线运行。

半年来，视频监控深度应用。累计投入投资 16亿元，建
设高清视频探头 30800个，实现了“全覆盖、无盲区、大通联、
高效用”。全市利用视频监控破案 154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174人，受理群众求助5848起，通过动态人像识别系统抓获
各类违法犯罪人员50余人。

成立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中心，建立网警公开常态化
巡查执法机制。据统计，上半年郑州公安共巡查发现各类
涉稳信息 2000余条、查处虚拟身份 4000余人次、处置网络
谣言信息 105条，提升了网络社会公共安全感，筑起安全的
铜墙铁壁。

半年来，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省警务创新博览会郑州
市局获综合成绩第一。法医学检验鉴定中心投入使用，高分
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高精尖刑事技术装备安装使
用；Y库建设应用全省第一，全国现场会在郑召开、建设应用
经验全国推广，超Y系统开工建设，“生物物证提取装置”研发
成功。

深化提升“一格（村）一警”，制定了平安社区技术规范标
准，自主研发的“活土地”社区警务系统全局正式启用，已采集
关联数据6.4亿条。

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改革勤务工作模式，加强重点车辆管
理，强化交通安全宣传，适用一般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8.33%、20.13%、
12.23%，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起数、直接财产损失数
同比分别下降27.64%、82.42%。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公安厅副厅长、副市长、市公
安局长沈庆怀在会上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接见全国公安立功集体英模代表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以省会郑州排头兵的政治责任
担当，从严从实从细抓落实，巩固提升增效保平安，以更加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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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印发实施方案

安全生产大检查
明确各部门分工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秦巍然）根据国家

统一部署，7月至 10月，全国各地都要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记者昨日从市安监局获悉，市政府安委
会近日印发我市大检查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部门分
工任务。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范围是全市各县（市）
区、各行业领域，各类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按要
求，将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
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推动各项安
全防范责任和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据悉，分工按着“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行，参
考了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分工，符合我市机构设置
现状。

其中，市发改委负责油气输送管道，市教育局
负责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市科技局负责科研院
所、科技展馆，市工信委负责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
造业、中小企业，市公安局负责道路交通、民爆物品
等，市民政局负责养老院、福利院、救助管理机构
等，市国土局负责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地质勘查，市建委负责房屋建筑、农村房屋建设，市
交通委负责水上交通、公路、危险品运输等，市水务
局负责水库、水利工程建设、防汛等，市农委负责渔
业船舶、农村沼气建设与使用等，市林业局负责造
林抚育、森林采伐和林产品加工生产经营等，市商
务局负责规模以上商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成品
油经营，市质监局负责特种设备等。

徐亚平是郑州公交四公司的明
星车长，获得过很多荣誉，郑州市文
明市民、郑州市遵守职业道德十佳标
兵、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劳模……去年他又荣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985年 6月，徐亚平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复员，被分配到郑州市公
交总公司，成了一名售票员。从第一
天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不仅售票速度快、无差错，服务更热
情、周到。

在郑州公交四公司，每个学员来
到公交公司，第一堂课就是到徐亚平
的车上参观学习。

在郑州 350 余条公交线路上，
205路号称“老年专列”，沿途经过 5
所医院、7所学校和 3个广场，老年人
锻炼身体、看病、送小孩上学都要乘

坐205路。
针对老年乘客多的特点，徐亚平

总结出“三先、三心、三稳”的服务方
法。“三先”即先问候、先找座位、先提
醒下车位置；“三心”即热心帮助、心
细照顾、诚心服务；“三稳”即车辆起
步稳、行车稳、停车稳。

徐亚平把乘客当自己的亲人，用
“心”去服务，用“情”来沟通，把“爱”
洒满车厢。徐亚平的车上，三伏天备
有面巾纸、人丹，下雨天备有雨伞和
一次性雨披，还准备了晕车药等物
品。每当进站，他总是把车门对准老
人，尽量不让老人多走一步。看到行
动不方便的老人，他立即下车搀扶，
甚至背乘客上车。

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徐亚平还热
心于公益。今年 3月初，郑州公交四
公司以他的名字冠名成立“郑州公交

徐亚平志愿服务队”，来自一线的
200 余名公交车长纳入到志愿队伍
行列。

徐亚平深爱着公交车长这个职
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劳
模代表登上领奖台那一刻，我更加明
白，荣誉是我继续努力工作的新起
点，十米车厢就是我的‘能量供给
站’。”他说。

“2016年国务院特殊津贴”全河
南只有 113 人获得，近乎百万分之
一。虽然收获如此荣誉，徐亚平却很
平静。

面对成绩和荣誉，徐亚平丝毫不
敢懈怠。他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
位，把自己的本领回报给广大职工，
坚持提携后学，传授经验，上车指导，
用自己的双肩托起一代又一代年轻车
长的成长，带出一大批岗位明星。

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公交车长
本报记者 赵文静

今年我省首次评定
百个减灾示范社区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民政厅公布《河南省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实施意见》。按照计划，今年，我省将首
次评定100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城乡社区是抵御灾害的第一线，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社
区防灾减灾工作，目前，全省共创建 286个“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今年，我省将首次评定 100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

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需符合相关标准，具备较强的
综合减灾实力。《意见》明确了六大创建任务：开展社区灾害隐
患排查治理，对灾害隐患及时开展灾害风险评估，明确灾害风
险的时间、空间分布，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落实预防治理措施。
建立社区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制度，社区工作人员和灾害信息
员要及时报告灾害隐患和灾情信息。建立社区灾害预警信息
通报与发布制度，充分利用社区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手
段，及时准确向社区居民发布灾害预警信息。社区要开展经
常性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并适时组织社区居民、志愿者
队伍以及社会组织、学校等开展防灾减灾演练活动。社区单
位要在乡镇（街办）指导下组织预案演练，使社区居民掌握必
要的紧急疏散、自救互救、医疗救护等逃生技能。此外，建立
社区综合减灾工作队伍。

学党章党规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考季 指南

15 名新生代表
喜领录取通知书

当日上午 10点，郑州大学举行 2017年高
考录取通知书签发仪式，来自山东、海南、陕
西、上海和河南等省、市的 15名新生代表成为
首批“幸运儿”，将在郑大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
生旅途。

在现场，校长刘炯天认真地为每一张录取
通知书签名，再一一送到每位学子的手中。关
于未来，这位“掌门人”更是语重心长：“在大学
里既要长身体，更要长心智；既要学习知识，更
要全面发展。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郑大的一
员了，就要开始为新的征程做好准备了。”

“接过录取通知书，也意味着人生开始了一
个新的起点。”来自上海的新生代表李雨函一句
话道出了大学新生们共同的心声。今年高招，
李雨函以超过当地一本线109分的成绩被郑大

王牌专业——新闻学专业录取。
据介绍，郑大今年的录取通知书以红、白、

金三色为主，庄重又充满艺术气息。封面上“录
取通知书”5个大字是郑大书法学院院长、著名
书法家张海老先生亲笔题写。

郑大省内招生计划
占211院校的25％

今年郑大面向全国计划招 13300人，其中
省外计划4433人，省内计划8663人，另有不分
省计划 204人。作为省内的龙头高校，郑大在
河南招生计划占所有“211工程”重点高校在豫
招生计划的 25％。为了让更多寒门学子进入
名校读书，今年郑大大幅增加了招收农村贫困
地区学生的招生计划，省内国家专项、高校专
项、地方专项计划总招生人数由 2016年的 756
人增加至 820人，面向省内 53个集中连片的特
殊困难县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招生。

两专业最低录取线
均超一本线100分

郑大招生办统计显示，今年高招录取郑大
生源质量稳步、明显提升。在河南省内，提前批
临床医学俩专业录取最低分首次“破双百”。其
中，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专业录取最低分为
592 分（超一本线 108 分），录取最高分为 621
分（超一本线137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儿
科学）专业录取最低分为 589分（超一本线 105
分），录取最高分为 615分（超一本线 131分）。
普通本科一批录取情况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文
史类录取最低分为570分（超一本线54分，2016
年超一本线39分）；理工类录取最低分为561分
（超一本线77分，2016年超一本线60分）。

省外招生方面，今年郑大在山东、海南、黑
龙江等 3个省份分数线均“破百”，录取最低分
超当地一本线100分以上。

河南高校首批录取通知书发放
郑大高招最低录取分数线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本科一批录取进入尾声。
昨日，15位准大学生们从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手中接过郑
大高考录取通知书，这是
今年高招开录以来，河南
高校首批发放的录取通知
书。据悉，今年郑大高招
录取硕果累累，其中，省内
录取，文史类理工类最低
录取线均超一本线 50分，
提前批临床医学两专业录
取最低分首次“破双百”。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高招
录取现场获悉，本科一批高校按程序征集
志愿投档录取后，部分高校省外招生计划
调入我省，并且，艺术本科B段尚有部分计
划余额，因此，107个招生计划面向符合条
件的考生再次征集志愿。

统计显示，本科一批共有4所院校追加
32个招生计划，面向考生再次征集志愿，其
中，武汉大学文科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新增

8个招生计划，备档线576分，高出一本线60
分备档，上述征集志愿录取考生在校学习期
间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转专业。同时，合肥

工业大学理科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食品科
学与工程、生物技术3个专业各新增两个招
生计划，备档线568分；南京林业大学理科生

物技术、交通工程两个专业各新增5个招生
计划，备档线508分；南通大学理科生物技术
专业新增10个计划，按一本线484分备档。

此外，艺术类本科 B段 33所院校面向
考生征集 75个志愿，其中部分为新增招生
计划，包括文科 41个，理科 34个。艺术类
考生填报征集志愿须文化和专业成绩均达
到省定文化和专业分数线。

按照计划，本批次征集志愿今日投档录取。

本科一批 艺术本科B段

107个招生计划再次征志愿

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
逾千人聚郑同台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第八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
示会在郑启幕，来自国内外150余所中学的1200多名师生及
大学生志愿者齐聚郑州外国语学校，围绕“行于责任，创领未
来”主题，聚焦热门社会议题，同台展示，互动交流。

“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题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批准立项的
“十一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以培养中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组织管理能力为宗旨，倡导广大学子走出校门，关注
社会问题，以践行公益性、社会性项目的方式，培养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自我管理意识与团队协作能
力，真正实现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据悉，展示会为期一周，共三轮展示比赛，从团体到个
人，将以不同角度彰显我国中学教育的改革成果和当代中学
生的风采与实力。

“牡丹”花开白赵村
（上接一版）眼下，白赵村油用牡丹长势喜人。谈到

牡丹籽榨油收益如何，白赵村党支部书记马良纪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8月份牡丹籽收获，按亩产 300公斤、出油
率为五分之一计算，一亩油用牡丹一年可产牡丹油约60
公斤。目前市面一瓶一斤装的牡丹油就能卖个数百元至
上千元不等。我个人是非常看好这个产业的，尤其现在
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广阔的国际市场也会是油
用牡丹产业的发展方向。”谈起村里的未来发展，马良纪
信心满怀。

截至目前，该村已完成了108亩油用牡丹苗木种植，
新建油用牡丹灌溉配套蓄水池30个。该项目的实施将助
力区域农业产业、扶贫、旅游开发、生态环境修复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