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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校园 拒绝暴力
郑州市检察机关“法制进校园”
活动走进郑州中学
10 月 27 日，
“阳光校园，拒绝暴力，
郑州市检察机关在行动”大型法制教育
宣传公益活动走进郑州中学，这次活动
由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主办、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承办，高新区
31 所中小学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及郑州
中学 1500 名师生在主会场参加了活动。
来自全市检察机关工作在未检一
线的优秀干警结合自身办理的典型案
例，围绕社会最为关注的校园暴力、青
少年成长等主题，运用生动鲜活的案
例、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

为师生普法授课。这次法治宣讲，注重
用中学生的语言讲述发生在校园的真
实故事，拉近了同中学生的现实距离。
宣讲活动以青少年常见多发的校园欺
凌导致的犯罪为例宣讲犯罪的危害，以
发生在青少年身边的真实故事为素材，
法治情景剧《大雄成长逆袭记》
《谁也不
能欺负高新》
《让高新走近你》等宣讲内
容以动画、视频等丰富的形式为载体，
场景生动，事例鲜活，发人深思，达到了
良好的教育效果。主讲法官与学生台
上台下激情互动，气氛热烈，教与学双

高新区召开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部署工作会议
11 月 3 日，高新区统计局召开第
三次农业普查会议，对高新区农业普
查下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办事处
分管主任和农普办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区农普办负责人汇报
了前期试点工作情况，并对下步清查
摸底、正式登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区经发局负责人对农业普查工作“两
员”经费落实、工作纪律、奖惩措施、抽

查督导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
调全国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三农”发
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国家制定“三
农”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全体工作人
员要有担当意识和责任心，要严格遵
守工作纪律，全力投入农普工作中来，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召开
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推进会

高新区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推进会现场
11 月 3 日，高新区社区管理服务局
和高新区残疾人联合会召开了残疾人
两项补贴工作推进会。高新区民政、残
联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
此次会议是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

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和郑州市
民政局、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工
作精神，会议详细解读了残疾人两项补
贴实施办法，明确了各部门分工、理顺
了补贴办理条件和程序、规定了材料
报送的时间节点，为扎实开展高新区
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安排。
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是从残疾
人 最 直 接、最 现 实、最 迫 切 的 需 求 入
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
外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困难。
高新区民政和残联将共同协作，建立
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机制，确保
残疾人两项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高
新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手中。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高新区团委召开
共青团规范化建设工作会
10 月 31 日，高新区团委召开学校
共青团规范化建设工作会议，区党群工
作部相关负责人、区团委负责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全区各中小学
分管德育副校长、团委书记等 4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对团市委下发的《加强郑
州学校共青团规范建设的意见》
《关于
做 好 2016 年 全 市 发 展 团 员 工 作 的 通
知》文件精神进行了传达，并对 11 月份
“十四岁集体生日”活动进行了安排。
会议要求高新区中学要严格执行
年龄在 14 周岁以上方可申请入团的规
定，2017 年底将初中、高中毕业班团青

比例控制在 30%、60%以下。会议还要
求各个学校团组织做好团员注册志愿
者工作，同时强调了学校共青团规范建
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团干队伍的建设与
团的阵地建设。
随后，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讲
话，他要求全区各中小学全力配合区团
委的工作，抓好学校共青团规范化建
设，核心是抓好团干的队伍建设。最
后，区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人提出，各
学校要努力培养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保障。
记者 孙庆辉

方的沟通、交流，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互动环节问题设置巧妙，贴近学生
实际；学生回答积极，结合个人所想，畅
谈如何面对校园暴力。
为了真正让宣讲活动真正出实效，
郑州教育电视台出动直播车进行了现
场直播，高新区 31 所中小学 3.4 万人在
教室通过网络视频链接观看了宣讲活
动。新浪微博#郑州机关送法进校园#
微直播、推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全程进
行了直播，阅读量达 3.6 万。
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和宣讲的检察官

现场互动交流，
一致表示从这场活动中他
们明确了暴力并不能赢得尊重，
暴力只能
害人害己。学生们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学
习中，
一定要学会遵纪守法，
用汗水去实
现梦想，
用智慧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郑州中学历来重视对学生的法制
教育活动，每年都会邀请检察机关到学
校进行大型法制教育宣讲。郑州市检
察机关“法制进校园”活动再次走进郑
州中学，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法制意
识，促进了郑州中学创建“平安校园”活
动再上新台阶。 记者 孙庆辉

大力弘扬慈善理念
加快发展公益事业
高新区召开 2016 年
“郑州慈善日”捐款活动动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下称
导，密切配合，按照时间节点开展工
《慈善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作；二是要做好慈善日宣传工作。以
《慈善法》的颁布标志着高新国慈善事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慈善
业迈入法治化轨道。为宣传落实《慈
日活动期间在服务困难群众、促进社
善法》，助力高新区慈善事业发展，更
会文明进步、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
好地帮助贫困群体解决实际困难，10
积极贡献，引导社会公众关心慈善、支
月 25 日上午，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持慈善、参与慈善；三是慈善捐款要坚
主任贾有林在火炬大厦第二会议室组
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严格管理，确
织召开了第九个“郑州慈善日”捐款活
保捐赠款安全接收、有效使用。并及
动动员会，对高新区 2016 年“郑州慈善
时对捐款情况进行公示和通报。
日”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高新区慈善总会将以宣传落实
贾有林对各分工单位提出了三点 《慈善法》为统领，以“安老、抚孤、助
希望和要求：一是各分工单位要建立
残、济困、助医、助学”为工作宗旨，坚
健全慈善日活动的组织协调机制，要
持政府领导、社会实施、公众参与，确
把任务落实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各
保 2016 年“郑州慈善日”活动圆满完
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加强督
成。 记者 孙庆辉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车厢亮相
2016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
郑州公
交一公司44路车长任聪强专门布置了一
个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主题车厢，
引
起了不少市民追忆中国抗战的峥嵘岁
月，
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走进车厢内，
看到了一幅幅动人的
画面令人肃然起敬。红军不畏艰辛，
过
草地爬雪山，
尤其是 1935 年中央红军部
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
冒着枪
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画面更是让高新
人的心灵得到再一次的洗涤。
公交一公司四车队书记牛志红
说：
“ 车长任聪强在进入公交公司之前
是一名消防武警战士，4 年的军旅生
活让他在车长的岗位上也能时刻以一

车长任聪强在布置主题车厢
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但
是线路上的生产骨干，而且热衷于公
益事业。装扮这个纪念长征胜利主题
车厢，也是希望市民和乘客能够铭记
历史，
珍惜当下。”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牛志红 文/图

150 万元旅行券遗落公交车
好车长“完璧归赵”
10 月 28 日，郑州市民朱先生乘坐
44 路公交车时，不慎将价值 150 余万元
的旅行券丢失在公交车厢内，
多亏了车
长任聪强的细心保管，
最终完璧归赵。
据失主朱先生介绍，
他是郑州一家
旅行社的业务员，
上午在西四环须水站
乘坐 44 路公交车回公司开会。他身上
背着个双肩包，手里拎着一个红色袋
子，
袋子里面装着近 800 张面值 1980 元
的旅行券。当车辆行至陇海路一马路

时，
着急回公司开会的朱先生换乘时,把
装有旅行券的袋子忘在了座椅下。
车长任聪强在对车厢进行例行检
查时，发现朱先生遗忘的袋子，就赶紧
把袋子交给了调度员手中。
失主朱先生紧握着车长任聪强的
手说：
“ 这些旅行券每张价值 1980 元，
总共价值 150 多万元，没想到还能找回
来，真是太感谢你了。”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朱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