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废液综合回收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目前已编制完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开环
境保护信息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建设性质
项目名称：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废液综合回收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建设地点：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东部

园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院内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

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adgI- QQXH- b_Ss7Aq-
jOMLg（征 求 意 见 稿），https://pan.baidu.
com/s/119g_eBN6FQJBUbTHE4Ew7A（公众
意见表）。

2.《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废液
综合回收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已放至焦
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公众可以联
系相关人员进厂查阅。

三、公众参与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四、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形式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建设所影

响到的公民、法人、组织等。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

（进入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下载附件），并
采取发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
设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
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信息公开后10天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
建设地址：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东部

园区，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院内
联系人：潘工
联系电话：13723188393
电子邮箱: 277483073@qq.com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废液综合回收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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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上
午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空军于11月3日向社会公开发布一套100
枚强军主题纪念封《我爱祖国的蓝天》，展现不忘
初心、奋飞向前的蓝天英姿，致敬人民空军成立
70周年

●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开幕式3日在曼谷举行 （据新华社）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3 日 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指出，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重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作

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是新时代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
实施，对于加强党对党校（行政学
院） 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培训、思想引
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用，培
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要充分认识做好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的重要性，落实办学治校的主
体责任，抓好《条例》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确保党中央

关于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大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牢
牢把握党校姓党根本原则，不断提
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
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请扫描二维码阅
读。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熊丰） 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云剑”行动开展以来，电
信诈骗案件连续 5 个月单月下
降，共侦破电信诈骗案件9.4万
起，同比上升30.3%；抓获在逃
人员数同比增长40%，打掉民族
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 491 个、

“套路贷”犯罪团伙 2981 个。1
月至9月，全国刑事案件立案下
降 5.2%，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
降10.9%。

公安部日前召开全国公安机
关“云剑”行动推进会，总结工
作成效，分析形势问题，部署深
入推进“云剑”行动和刑侦部门
实战大练兵工作。

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表示，
要结合刑侦部门大练兵，坚持标
本兼治，强化实战引领，深入推
进“云剑”行动，坚决遏制新型
网络犯罪上升势头，不断巩固全
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良好局
面。

今年1月至9月
全国刑事案件立案下降5.2%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日电
（记者双瑞）记者从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截至11月1日，全
省已播种小麦557.98万公顷，占
预 计 面 积 的 97.6% ， 已 出 苗
446.42万公顷，麦播基本结束。

据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小麦
播期与常年大致相当，河南省小
麦播期相对集中在10月12日至
24 日，其间共播种 486.69 万公
顷，占预计面积的85%，日平均
进度约37.52万公顷。小麦播种
质量较高，已出苗小麦苗齐、苗
全、苗匀，冬前麦田管理正陆续

展开。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

省，河南今年小麦面积继续稳定
在 569.5 万公顷以上，与上年持
平。小麦品种布局合理，主导品
种突出，优质专用小麦持续发展。

麦播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将90.45万公顷优质专用小麦指
导性种植计划下达市县，并从中
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统筹 1.6
亿元安排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建
设，配套1.6亿元全程社会化服
务化资金，支持 40 个县建设优
质小麦示范县。

河南已播种小麦557.98万公顷
今年麦播基本结束

据新华社巴黎11月2日电
（记者应强） 11 月2 日是联合国
“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
现象国际日”，总部位于法国巴
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
最新报告，并呼吁警惕针对新闻
媒体的暴力行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报告
指出，2006 年至 2018 年全球共
有 1109 名 记 者 殉 职 ， 其 中 近
90%侵害记者行为的责任人仍没
有受到惩罚。

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18
年，55%的杀害记者行为发生在
处于和平时期的国家。2019 年

截至 10 月底记者遇害人数比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记者因为
报道立场受到的伤害人数显著上
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
祖莱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
持追究将记者置于危险境地的行
为、杀害记者的行为以及针对侵
害记者犯罪不作为的责任，以终
结侵害新闻媒体的暴力行为。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
将组织研讨会等活动，就保护新
闻媒体记者、反对针对新闻媒体
的侵害行为等进行研究讨论和宣
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
警惕针对新闻媒体的暴力行为

据新华社河内11月3日电
（记者王迪）据越南政府门户网
站3日消息，越南总理阮春福已
指示越南公安部和外交部立即派
出由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前往英
国，与英方协作处理货车惨案相
关事宜。

消息说，在听取越南外交部
和驻英使馆关于英国埃塞克斯郡
货车内遇难者身份的报告后，正
在泰国曼谷参加东盟峰会及相关
会议的阮春福向遇难者亲属表示

慰问，并指示地方政府帮助遇难
者亲属早日走出伤痛。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
明2日也通过社交媒体向遇难者
亲属表示慰问，并称越方将就此案
继续与英国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据悉，目前英方尚无法公布
遇难者具体身份，埃塞克斯郡警
方将继续与越南政府和其他方面
密切合作，以确定遇难者身份，
并向在这场悲剧中受影响的人们
提供帮助。

越南总理指示派工作组赴英
处理货车惨案相关事宜

11月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8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上，几名土耳其小读
者在中国图书展区参观并体验中国书法。

第38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2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拉开帷幕。由中国国家新
闻出版署主办、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图书展”在本届书展亮相，吸引
不少当地读者驻足翻阅。

徐速绘 摄 （新华社发）

“中国图书展”亮相第38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

近日，一条题为“云南一扶贫工
作者‘骂’贫困户”的视频，引起广
泛关注。视频中，一名女扶贫干部在
讲话时说，“大家都是经过苦日子的
人，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政策
越来越好，国家退耕还林还给补贴，
老了有养老保险、病了有医疗保险、
日子过不下去了还有低保，盖房子了
给你们补助，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
理由不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很多人
认为，说“骂”有点过，这位扶贫工
作者其实是在教育、帮助、引导贫困
户，虽情绪激动，却说出一些实实在
在的道理。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常睿平：扶贫干部用反问的

语气摆事实、讲道理，是激将法。贫
困户只有自己振作起来，通过帮扶增
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真正脱贫致富。

@南宫卿宇：扶贫干部的这一
顿“骂”，不仅“骂”出了事实，

“骂”出了道理，也激励了贫困户，
“骂”得好！

@不知潇湘在何处：古人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贫困户想要
脱贫，必须实干，这是脱贫致富的最
好办法。

@朝楚暮秦_75075：只有真正
把贫困户当成自己的亲人，才会说出
这样的话。贫困户应该明白一个道
理，外界的帮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幸福生活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
造。希望贫困户能理解扶贫干部的良
苦用心，奋发有为，不辜负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

@悦眉潇生画：扶贫需要“输
血”，更需要“造血”。自力更生是贫
困户走上致富道路的唯一途径。

@薍ovo：这位扶贫干部说得
没错，贫困户想要脱贫，先要转变思
想，只有树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才
能真正实现脱贫的梦想。

@益昌人：扶贫更要扶志。贫
困户应该明白，扶贫是政府的责任，
而脱贫则是自己的义务。只有把贫困
户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扶贫才会
收到实际效果。

@老吕飞刀：扶贫干部话糙理
不糙。做人要知足常乐，懂得感恩，
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更要热爱生活、
回馈生活，这样奋斗才有意义。

@贵贵的蒲公英：虽然扶贫干
部的话没错，但她的情绪太激动了，
可能会让一些贫困户感觉不适。

@kellykeron：说者无心，听
者有意。不可否认，扶贫干部的出发
点是好的，但贫困户能领悟到吗？万
一被误解，那就适得其反。

【下期话题】

拒绝“刷脸”
今年7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引

进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年卡使用者
的入园检票。对此，年卡用户、浙大
法学博士郭兵对这种升级的安检方式
发出质疑：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怎么有
权利采集我的脸部信息？郭兵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
规定，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
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公安等政府
部门出于公共利益考虑采集人脸信息
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一家动物娱乐游
乐场也采集人脸信息，安全性、隐私
性我都表示怀疑，万一信息泄露谁负
责？”

10 月 28 日，郭兵向杭州市富阳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月1日，法
院正式决定立案受理这起案件。对
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郭 剑

【今日话题】

扶贫干部“骂”贫困户

随着中站区各小学全面推出课后延
迟服务，“官方看娃”在我市成为现
实，学生家长纷纷点赞，街头巷尾叫好
一片。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落实在百姓心坎上！民生难点在哪
里，我们的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正因
为相当一部分家长，特别是双职工家庭
的家长被“接孩难”“辅导作业难”所
困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课后延迟
服务工作，将中小学课后服务作为回应
民生关切的重点工作，列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立行立改事项
之一。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作为全市
推行课后延迟服务的试点区，勇于

“吃螃蟹”的中站区，已经开始分步骤

在全区各小学推行课后延时服务。10
月 29 日，中站区跃进路小学、新生小
学、中站小学、劳模街小学等5所学校
已经开始实施，各农村小学也将全面
铺开。

主题教育，落实落细。每一个百姓
关切，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每一点民
生聚焦，都是我们整改的契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既需要轰
轰烈烈地宣讲，又需要静水流深地落
实。中站区积极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在
全市开了个好头，赢得了广大家长的满
堂喝彩！

民生之困，鸡毛蒜皮，是小事又是
大事。说它小，在于这些事就是百姓生
活的点点滴滴；说它大，在于这些事很
可能是大多数人“无解”的焦虑难题。

如果百姓常态化地疲于应对，势必掣肘
工作、影响效率；如果大多数家庭都面
临这样的困境，小到单位发展、大到城
市建设，都会放慢前行的步伐。事实
上，因民生之困影响工作大局的例子并
不少见，虽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隐性
的，但它确实存在，波及面广，影响深
远。因此，我市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实
实 在 在 让 上 班 族 缓 了 一 口 气 ！

把这样的好事办好，我们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还有许多细节亟待完善。从
全国范围看，重庆、成都、无锡、扬
州、苏州等地，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先行
者，“近邻”新乡也于近日推出了课后
延时服务。实践证明，在一片叫好声
中，也传递着不同的声音，服务收费标
准、教师工作时间、学校管理难度等，

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工作方案的完
善，才能使这项服务持续“进化”，尽
善尽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终究要在实干与创新上做文章。
落实落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精神，除了党员受教育，更要群众
得实惠，让群众真正知道主题教育是什
么、怎么干、啥成效，在解决群众最
忧、最急、最盼问题的同时，把主题教
育落实在百姓心坎上。总之，想办法提
高群众对主题教育的认同感、满意度，
我们就做对啦！

“官方看娃”：把主题教育落实到百姓心坎上
□筠 溪

（上接第一版①）把楼院具体事务的管理、决策、监督、
实施权交给居民。如针对“院小户少”的楼院，把环境卫
生维护和安全防范工作分解至每家每户，轮流值守，形成

“我为大家守一天，大家为我守一月”互助模式；针对老
旧小区、楼院，按照每户每年100元至300元标准，采取

“自愿无偿服务+成本式有偿收费”半物业化方式集中管
理，定期公示费用使用情况，有效降低居民支出成本。
三是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建立“区—街道—社区—楼
院”党群服务联动机制，结合党员中心户和居民代表环
境熟、人员清的特点，下放部分审批权限，开展上门服
务，确保居民足不出户能办事。四是构建共创共管机
制。以党员志愿者服务为核心，培育社区服务、文化体
育、矛盾调解等社会组织200余个。开展好邻居、五好文
明家庭、优秀楼栋长等“身边的榜样”评选活动，培育文
明向上的社区风尚。

（上接第一版②）“仅住85户的云台小区居
民，能为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集资募捐 26850
元，非常难得。”任景普说，“俺小区环境优美、
房屋升值，真是今非昔比，居民都欢喜。”如今，
云台小区麻雀变凤凰，居民从苦不堪言到赞不绝
口，获得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党群合力促蝶变，共建共享好幸福。从“脏
乱差”到“绿净美”，艺新街道众多老旧楼院、小
区在改造提升中再现芳华。据了解，该街道辖区
有45个楼院，其中包括22个无主楼院，全部成立
了党群议事会，212名党群议事会成员活跃在各
个楼院，带动居民从“局外人”变身为“主人
翁”。

在艺新社区粮站小区门口，居民胡炳伟轻轻
一按遥控器，大门自动打开。“我们小区原来无
人管理，楼院破旧、脏乱，小区进出
口正对解放路，没安装大门，经常丢
电动车及电瓶……”胡炳伟说，自从
小区成立了党群议事会，居民参与集
资，短短几天就筹措资金 8000 余元，
安装了照明设备，敷设了公共水管，
进出口安装了崭新的大门，“你看现在
这环境，文明楼院氛围浓，环境秩序
样样好！”

红星花园小区曾是无主楼院，原
来小区中间大片地荒草丛生，部分被开
垦成小菜园，各种垃圾也往里堆，如今
这里变成了健身休闲广场。“小区老人
小孩有了锻炼玩耍的场所，通过居民集
资、上级支持，这里新建了凉亭，扩修
了路面，有了门禁、门卫，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小区的面貌还会更好！”居民
李先锋说。

在街道的引导下，居民除积极参与“四城
联创”美化家园外，还涌现出开展邻里家事调
解的张冬香、“楼院里的大管家”葛慎士、“热心
妈妈”郭小枝等文明“草根标杆”。与此同时，
各级文明单位牵手老旧楼院，在人力、物力、
财力上对楼院整治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下水道
堵塞、院内无照明、环境脏乱差等居民关心的
实际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和谐共建的氛围日
益浓厚。

“我们将党群360民生项目与‘四城联创’结
合起来，党群齐参与、共奉献，解决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事，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
面。”艺新街道党工委书记秦金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