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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促进警风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强化人民群众对政法干警的监督，商丘
市政法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与商丘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设立联合办公室，受理、查办全市政法系统党员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现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举报电话号码为0370-3368519，电子邮箱为 zfwjwlhb@126.
com，来信地址为商丘市府前路1号市委政法委（纪检监察二科），邮政编码为476000。

商丘市政法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商丘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本报讯 6 月 9 日 上
午，市国资委召开“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动
员部署会，传达学习全市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
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对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行
动员部署。会议强调，要
深刻领会“三严三实”的
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
神、市委部署和国资委党

委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践
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
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
风，认真抓好专题教育措
施任务的落实，努力打造
一支干净、务实、担当的
国资监管干部队伍，为推
动我市国资国企改革健康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通讯员 王同洪

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
暨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
悉，国家发改委昨日在其官方网站正
式发布关于商合杭铁路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这意味着，商合杭铁路工
程进入了全面建设阶段。

商合杭铁路项目于 2013年 10月
10日正式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立项。商
合杭铁路项目为高速铁路等级，设计行
车速度为350公里/小时。线路起自商

丘，经安徽省亳州、阜阳、淮南、合肥、芜
湖、宣城，浙江省湖州至杭州，正线全长
796.9公里，其中新建线路长 617.3公
里，利用在建或既有铁路179.6公里。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立项的基础文件。国家发改委根
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核准、备案或
批复，决定某个项目是否实施。商合
杭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发改

委批复，标志着工程进入了全面建设
阶段。

据了解，商合杭铁路项目总投资
960.8 亿元（不含杭州动车运用所投
资，含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及相关工程
铁路部分投资），其中工程投资 880.8
亿元，机车车辆购置费80亿元。规划
运输能力单向6000万人/年，建设工期
为5年。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长江客船长江客船
翻沉事件翻沉事件

本报讯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记者从昨日上午召开的 2015年
度夏粮收购暨资金供应管理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小麦最低收购价
与去年持平。

据了解，今年国家小麦托市收购
政策，一是明确托市收购价格。国标
三等白麦、混合麦、红麦最低收购价
格，标准品 1.18元/斤，相邻等级之
间等级差价 0.02元/斤，与去年收购
价格持平。二是明确了三方责任。委
托收储库点由中储粮、粮食行业管理
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共同确定上报，
签订的委托收储合同三家作为监管单
位共同签章。三是规范了手续传递。
在操作流程上，要求依据农民交粮的
实际情况，当场如实填写统一规范的
收购凭证，凭证所列重量、等级、水
分、杂质、单价等内容必须填写齐
全，明令禁止二次填写收购凭证。四

是强调了信息公开。
目前，我市农发行已首批认定收

购资格企业 58家。核定收购贷款最
高额度 70亿元。目前已初步安排夏
粮收购资金计划 50亿元，随着收购
进行，可以随时申请，及时增加，保
证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商丘市粮食局还将严格执行收购
政策，及时受理举报投诉，并联合中
储粮商丘直属库、市农发行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规行为。市粮
食局还公布了监督检查热线电话:
3217055 （白天） 3217966 （夜间），
如果群众发现有坑农害农行为，可拨
打电话投诉。 晚报记者 刁志远

又讯 昨日，记者从商丘市农业
局获悉，截至昨日下午4时，全市已
收获小麦617.69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81.04%。

具体麦收情况为：夏邑县已收获
52.42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40.45%；
虞城县已收获93.5万亩，占麦播面积
的 75.22%；梁园区已收获 44.29 万
亩，占麦播面积的 95.04%；睢阳区
已 收 获 80 万 亩 ， 占 麦 播 面 积 的
94.67%；柘城县已收获 95万亩，占
麦播面积的 97.94%；宁陵县已收获
67.58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95.72%；
睢县已收获84.5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95.7%；民权县已收获 85.4万亩，占
麦播面积的 83.73%；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已收获 15万亩，占麦播面积
的77.72%。

同时，夏播工作也已经全面展
开，全市已播种秋作物 626.38万亩，
其中玉米 400.18 万亩、花生 83.6 万
亩、蔬菜 82 万亩、瓜类 21.6 万亩、
其他作物39万亩。

晚报记者 刁志远

14年前，雪村的一首《东北人都是
活雷锋》用略显调侃的歌词和旋律，描
写了东北人的古道热肠，一时传唱大江
南北。尽管东北的冰天雪地让外地人
心生胆怯，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东北人
的基本定位：热情豪爽。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受晚报编委
会指派，我和副总编潘中华奔赴东北，
在白山黑水间一路找寻那些洒满中国
人鲜血的遗迹和故事。东北首站是远
在2000公里之外的哈尔滨，一座完全陌
生的城市。

到达哈尔滨时已是将近晚上7点，
夜幕下的哈尔滨，华灯初上，缤纷绚丽。

走出哈尔滨西站，我们准备到哈尔
滨大街乘坐公交车前往位于南岗区一
曼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附近。走在行
人稀少的马路上，想找个人问路都不容
易。

正在发愁，一位遛狗的大姐走了过
来。我们赶紧上前询问，大姐不仅热情
地介绍了线路，而且送我们到了可以看
到公交站牌的路口。哈尔滨人的热情、
友善一下打动了我们。

住进纪念馆附近的一家小宾馆后，
由于要洗的衣服较多，晾衣架不够，服
务员四处找寻，最后给送来了一把晾衣
架。

第二天早上，我们步行前往纪念馆
时，遇到了一位叫邹友志的老人。听了
我们的来意后，老人说：“走，我带你们过
去。”

由于老人是退休的老警察，与负责
安保的保安及馆内的工作人员都比较
熟。他跟工作人员介绍说：“我两个老
乡过来采访，麻烦大家给提供个方便。”

其实，老人和我们并不是老乡，他
是湖南人。

老人今年73岁，身板硬朗，精神矍

铄，年轻时在东北当兵，曾经参加过珍
宝岛战役。他说，尽管自己已经年过古
稀，但他退而不休，而且仍未脱离安保
工作。

陪同我们参观时，老人小声接了两
次电话。然后，面带歉意地来到我们面
前：“有点不好意思啊，我确实得先走了，
有点急事。”

听了老人的话，不好意思的是我
们：“有事您去忙吧，谢谢您！”

在哈尔滨的一天多时间里，处处都
能感受到洋溢的热情、纯朴的气息，让
人顿时觉得这座城市充满温情和亲切。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看来言之
有理。 晚报特派记者 邵群峰

记者从“东方之星”
客轮翻沉事件现场指挥部
了解到，10日 8时，“东方
之星”客轮遇难者遗物认
领工作在监利县容城殡仪
馆正式启动，工作人员已
经将搜集到的遇难者遗物
集中编号、登记，供遇难
者家属前来认领。

记 者 在 认 领 现 场 看
到，323件已经打包编号、
登记的遗物，一字排开，

遗物包括首饰、钱包、玩
具、行李箱等，随时供遇
难者家属前来认领。据负
责遗物认领工作的监利县
副县长林志雄介绍，一些
遗物以一家为单位一起打
包标号，目前所有搜寻到
的遗物全部集中在这里供
认领，遗物的登记标号大
多根据身份证、社保医保
卡、车票等具有身份信息
的证件进行。据新华社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
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
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事
件调查工作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不放过一丝
疑点，彻底查明事件原因。
6月 2日晚，李克强总理在
国务院搜救工作指挥部会
议上当即决定，成立国务院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
件调查组，立即展开调查工
作，彻底查明事件原因，给
遇难者家属和社会公众一
个负责的交代。

调查组由安全监管总
局局长杨栋梁任组长，成员
包括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水
利部、中国气象局、湖北省和
重庆市有关负责人，并聘请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及国内
气象水文、航运安全、船舶设
计制造、水上交通管理和信
息化、法律等方面20多位权
威专家，组成60多人的调查
团队展开调查。调查组内设
气象、船舶建造改装、船舶适
航和船员适任、长江航运安
全监管、综合协调五个组，专
门制定了周密的调查方案，
明确责任分工并建立每日碰
头会、专家会商、舆情分析等
制度，确保调查工作严密有
序、准确高效。

连日来，国务院调查组
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扎实细致地展开各项调
查工作。一是深入开展谈
话询问。调查组组长带头，
先后与生还旅客、船长和船
员，船舶企业负责人、船舶
设计建造改装人员、同水域
相邻船舶有关人员和目击
者、地方海事部门和交通运
输部有关部门、旅行社等相

关人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
谈话问询，已形成谈话笔录
200 多份共 50 余万字。二
是科学进行气象勘查分
析。气象专家组对事发区
域两岸风灾区进行实地勘
查，及时调取了事发时气
象、多普勒雷达监测资料，
先后 6次组织北京大学、南
京大学、灾害天气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专
家进行专题研讨，综合分析
了气象卫星、天气雷达、闪
电定位和地面自动气象观
测等资料以及专家现场调
查结果，科学研判事发时天
气状况。三是认真细致查
阅船舶资料。从船舶企业、
设计单位、鉴定机构、航道
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等单
位调取了船舶设计图纸、标
准规范、资质证书等资料
200余份，组织专家不分昼
夜进行审阅核实，全面掌握
船舶设计、建造、改装、检
验、船舶适航和船员适任以
及航道、水文等情况。四是
及时登船进行现场勘查取
证。提前与现场搜救指挥
部沟通，确保船舶在吊装打
捞过程中驾驶舱得到保护，
为调查取证创造条件。船
舶扶正后，及时组织专家登
船对驾驶室等重点部位进
行勘查拍照，调取了船载
GPS终端、视频监控资料等
关键物证，并联系信息化等
方面专家进行恢复读取，了
解掌握船舶失事前的航行、
驾驶以及遇险应对处置等
情况。通过短短数天紧张
有序、严肃认真的调查，国
务院调查组掌握了许多第
一手资料，为最终查明事件
原因和性质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

商合杭铁路
可行性报告获批复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保持不变

全市已收获小麦617.69万亩，占麦播面积的81.04%

调查工作全面深入展开

哈尔滨人的“温度”温暖人心

市国资委：

遇难者遗物认领工作启动

■短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