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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精神，现将春节放假日期通知如下：
2月15日至21日放假调休，共7天。
2月11日（星期日）上班，2月24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

作，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
群众祥和平安度过春节假期。

2018年2月6日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保障合法权益保障合法权益 商丘市工商商丘市工商局局 宣宣

新华社郑州2月7日电 记者从
河南省公安厅获悉，1月 25日至 2
月1日，该省调动上万名警力，对前
期掌握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和人员
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1481人。

行动期间，河南省公安机关多
警种、多部门密切协作，开展集中抓
捕。漯河市公安局对非法讨债、插
手纠纷、聚众围堵冲击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李某勇、张某云等人涉黑团
伙集中收网，抓获31人，破案12起，
查扣涉案资产 29万元。周口市公
安局对强供建材、强迫交易的海某

华等人涉黑团伙集中收网，抓获 16
人，破案 16起。郑州市公安局对强
揽工程、敲诈勒索的潘某锋等人涉
恶团伙集中收网，抓获13人，破案4
起。濮阳市公安局打掉暴力收车、
敲诈勒索的安某豪等人涉恶团伙，
抓获 27人，破案 25起，缴获枪支 1
支，查扣涉案资金 30万元。南阳市
公安局打掉垄断赵河镇石寨村粮食
收购市场、非法讨债的关某营等人
涉恶团伙，抓获3人，破案17起。兰
考县公安局打掉敲诈勒索黄河移民
迁建施工企业的程某晴等人涉恶团
伙，抓获7人、破案8起。

河南省公安厅公布的数字显
示，第一轮集中收网，河南警方共
打掉 3 个涉黑团伙和 118 个涉恶
团伙，破获 837 宗各类案件，查
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613 万元
人民币。

第一轮集中收网活动后，河
南省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
模式，各类横行乡里的“村霸”，强
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
充当地下“执法队”“讨账队”的人
员，“职业医闹”，非法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成为重点打
击对象。

本报讯 昨日，我市召开全
市机关党的建设工作暨市直机
关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会议，听取市直机关党组
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报告，
并进行评议。市委副书记陈向
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军
出席会议。

据悉，本次会议旨在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和
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
议对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述职
进行逐一点评，并进行群众评
议。随后市委副书记陈向平作
重要讲话。会上，陈向平对各
单位党建述职情况以及机关党
建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从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机关党
建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
持固本强基，切实提升机关党
建的质量；紧贴中心任务，切实
做服务发展的表率等三个方面
对机关党建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陈向平说，党的十九大明
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这是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
基本遵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我们要积极担当、主动
作为，带头学懂弄通做实，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来，切实增强抓好机
关党建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的新部署新要求，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
理念新思路。机关党建是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要抓实基层基础，
务求工作实效，推动机关党建
始终走在前、作表率。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是机关党建工作
的核心任务，体现了机关党建
的价值所在。机关党建工作要
坚持走在前、作表率，紧紧围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总
目标，引导各级机关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坚定发展信心，鼓足
发展干劲，群策群力、真抓实
干，切实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展
现新作为。

陈向平强调，全市各级机
关党组织要围绕全市发展大局
和党建工作新要求，聚焦重点、
统筹谋划、同步推进，持续抓好
党的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做好新
形势下的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在党
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有关全
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聚精
会神抓党建、一心一意谋发展，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
进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推动商丘
又好又快跨越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晚报记者 吴文昊

河南首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1481人

聚精会神抓党建
一心一意谋发展
我市召开全市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记者日前到北方某县采访，适
逢当地例行启动春节下乡慰问活
动：领导分头率领几队人马，驱车几
十或百余公里，把一袋米面送到困
难户家中，寒暄几句，握握手，拍拍
照走人。见此情景，一些群众不禁嘀
咕：送袋面，这么大阵势，面钱还没
车子加油钱多。一句话道出了群众
对年关“送温暖”形式化、表面化的
看法。

寒冬腊月，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送到困难群众家里责无旁贷、无可
指责，但一些人的“送温暖”意不在

送，而在于秀，真正应该送的米面油
反而成了“道具”。这种做派，不考虑
送温暖的效果，不注重群众的实际
感受。

一些地方车马劳顿造成的浪
费、精心安排布置耗费的财力大大
超过“送温暖”本身。送温暖，办的是
公事，用的是公车，看似没毛病，但
人多必然用车多，基层还要陪人陪
吃，“陪同费”远超一袋面、一瓶油，
浪费颇大。

送温暖重在对人民群众真情实
意，送的是群众之所急，理应出于干

部的真心真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的送温暖，应该改改了！

“送温暖”的过程，本身就是领
导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的过程，要
与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面
对面与困难群众谈心，充分了解群
众缺啥少啥，研究长久脱困的路子，
调研工作要抓好、抓细、抓实。

送温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走秀”不走心的路子，而要紧紧抓
住一个实字。积极转变工作方式和思
路，变“送什么收什么”为“需什么送
什么”，方能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送温暖不能“走秀”
□李仁虎 张丽娜

京九新语

2月 6日 23时 50分，台湾花莲
县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截至7
日13时30分，地震已造成4人遇难，
243人受伤，仍有85人失联。地震发
生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台
办、海协会紧急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
急机制，了解灾情和救灾情况。

地震发生时，岛内多地有震
感。据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介
绍，灾情集中于花莲县花莲市，计有
统帅饭店倒塌、云门翠堤大楼倒塌、
国盛一街 1号大楼倾斜、国盛六街
41号民宅倾斜、苏花公路中断等。
地震还导致 3.5万户停水，200户停

电，七星潭大桥以及花莲大桥封闭，
40处道路损坏。

据花莲县政府介绍，目前已发
现 5名大陆游客，其中一名游客受
轻伤，另一名游客伤情不稳定，这两
人已被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

据新华社

台湾花莲发生6.5级地震
已致4人遇难85人失联

本报讯 2 月 7 日下午，全省
2017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总结表
彰暨 2018年攻坚工作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会上，我市 2017年大
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成
效受到全省通报表扬，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建慧做典型发言。市领
导倪玉民、刘明亮出席会议。

2017年，在省委、省政府和省
环境攻坚办的正确领导下，市委、
市政府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决
贯彻省环境攻坚战各项工作部署，
齐心协力，合力攻坚，取得了明显
成效。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27 天 ，同 比 增 加 36 天 ，增 幅
18.8%；PM10、PM2.5平均浓度分别
下降 10.2％、19.5％。中心城区 9条
内河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全年 5个
出境断面全部达标，水体生态功能
逐步恢复。

会议强调，2018年全省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要在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上再下功夫，要在创新制度保障
上再下功夫，要在提高环境治理能
力上再下功夫，要在加快转型发展
上再下功夫，明确责任，强化措施，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就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张建

慧指出，要进一步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深刻认识没有环境空间就
没有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持之
以恒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要进一步巩固提升环境治理
的各项成果，坚决落实好环境治
理的各项措施。在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要突出治理扬尘污染，坚
持道路清扫保洁制度，认真执行

“五步拆迁法”，确保渣土运输严
格落实“两固定四严格”要求，
确保各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严格

按照绿色施工法组织施工，逐步
对露天堆场进行封闭管理。要进
一步解决无序排放问题，加大对
散煤燃源的治理力度，巩固好餐
饮门店的散煤燃源替代工作，巩
固好对小砖瓦窑厂的治理成效，
坚决打击“小散乱污”企业、“黑
加油站”、砖瓦窑厂和涉气企业的
违法违规排放现象，持续巩固和
提升对远程重型卡车的分流和黄
标车的治理。在水污染治理方
面，要确保中心城区 9条内河水
质达标，确保出境断面达标排
放，消除县城内的黑臭水体，加

大水源建设，实施中水回用工
程。同时，确保土壤环境治理同
步跟进。在监管监督方面，要始
终坚持严格执法、严格处罚、严
厉追责、奖罚分明。

要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巩固
已经取得良好成效，为我市发展创
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抓好落实，转变发展理念，
提高管理水平，真正把我市取得的
经验发扬好、巩固好，把取得的成
效提升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充足的发展空间。

晚报记者 刁志远

我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
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受到全省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