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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 月 14 日，
我省召开迎接国务院对省级政府2015年
度消防工作考核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全
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做好迎检准备工作。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河南省作为实地抽查省
份，将采取自评和实地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考核。其中，自评包括火灾预防、
消防安全基础、消防安全责任等内容。
实地考核主要针对省政府，抽查2个地市
级政府。同时对自评情况进行抽查验
证，包括政府、部门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
制落实情况，城乡消防站、消火栓、多种

形式消防队伍建设情况，乡（镇、街道）消
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等情况。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
识，高度重视国务院消防迎检工作；严
格标准，充分做好迎检准备，特别是省
市两级的住建、教育、民政、文化等部
门要在充分准备材料同时，尽快起草本
系统情况汇报材料；要对照考核细则和
2015年消防工作责任目标保证书，逐条
逐项认真核查，查缺补漏；要着力抓好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公共消防设施建
设、各项火灾防控等工作，全力做好迎
检准备。

国务院将对我省消防工作进行考核
我市收听收看相关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4月 14日，
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研室、市公路局联
合举办“道德讲堂”，此次活动以“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为主要形式，通过“唱歌
曲、学模范、诵经典、谈感悟、作承
诺”等环节进行。

“道德讲堂”活动现场，全场人员同
唱《感恩的心》，并吟诵道德经典名句
《孝经》，宣讲员围绕“孝道”作了精彩

的演讲。工作人员代表分别围绕“孝
道”发表了道德感言，并与大家分享参
加“道德讲堂”活动的感想和人生感
悟。通过“我听、我看、我讲”，全场人
员充分感受到了道德的力量，对“孝”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
要把《孝经》中的经典训诫当作一面镜
子，检视自身的所为，从经典中汲取营
养，从学习中收获智慧，不断提高自身
的道德修养。

市委办公室 市委政研室 市公路局

联合举办“道德讲堂”活动

闻新事时

4月14日，虞城县赛博幼儿园老师带孩子们在草地上做游戏。眼下正是春暖花开，
我市很多幼儿学校纷纷组织开展踏青春游活动，让孩子感受自然美景、愉悦身心，进
而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4月14日，宁陵县史志办扶贫
工作队走进张弓镇管庄教学点开展
捐赠爱心书包、点亮“微心愿”活
动。该教学点 30 多名贫困学生圆
了自己的心愿，拥有了一个新书
包、一本故事书、一盒彩色画
笔。 闫占廷摄

黄河故道进入虞城县的第一站，就是千年古镇利民
镇。因我们是逆流寻访，所以这里就成了我们在虞城探
访的最后一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都不再吝
啬自己的体力，在这五公里长的大堤顶上尽情穿越、肆意
欣赏。

沿着一段缓缓的坡道，我们拾步而上。走到一半，就
已经可以看到大堤南侧的一片片错落有致的小湿地了。
微风正好，天气不燥。午后的阳光不是特别的刺眼，但却
在湿地上照射出万千闪烁的光点，晃晃烁烁，真实而虚
幻。故道就是如此，随手拾来皆是景观，用心体会总有感
触。

终于来到大堤的顶上。只见保存完好的大堤向东向
西笔直而去，两侧排列整齐的杨树间是青草和落叶铺就
的小路。而我们，也像是小鹿一般，雀跃地走在小路上，
脚下发出落叶咯咯破碎的声音。

这里的空气格外的清新，空间也显得特别的安静，不
时从两岸的树林里发出的鸟鸣声，显得那么的清脆悦耳。

走了有段距离，大堤北岸的景色突然一变，瞬间开阔
了起来。我们看到了一片硕大的牧场，数不清楚的奶牛
或是慵懒地卧在地上小寐，或是从围栏里伸出头啃嚼着
外面的野草。

据介绍，我们所看到的这片牧场，占地上千亩，奶牛
存栏量5000多头，属于虞城县科迪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加工是利民镇的主导产业，这里拥有全国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家，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
家，规模以上企业 7家，上市企业 1家，自营进出口企业 1
家，农产品无公害种植基地1家。开创了“龙头+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黄河故道恩泽万千，科迪乳业就是故道
孕育出的一颗珍珠。故道成就了科迪的奶源，科迪也反
哺了这里的人们。据了解，科迪直接和间接带动故道周
边近2万人就业，同时也衍生出了数百家企业。

走过这段故道，大堤下的牧场被麦田所代替，大堤上
的杨树被杏树所代替，我们进入了另一种景色里。

低矮的杏树整齐地种植在大堤顶上，每一个枝头都
挂满了密密的青杏，只要微微抬起手，就能摘到。不过，
现在可不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我们也没有人敢去尝尝青
杏的味道。还是留一个念头，待到满枝金黄时再来品尝
吧。

杏树的种植范围逐渐向堤顶中间聚集，空出的位置
上开始出现长势旺盛的小麦。这下，可让我们为难了起
来——找不到容易行走的路了。不过，既然我们不再吝
啬自己的体力，那这种从树丛中找路走的感觉，就真的是
太棒了。弯腰蛇行，不时被青杏打一下头，松软的泥土灌
入鞋子里，如此的前行，让我们开始觉得热了起来。

从利民镇党委书记荣敢处我们了解到，利民镇段的
黄河故道保存非常完整，该镇在“一廊提升”的契机之下，

在未来几年将着力打造故道生态走廊，其中就包括对故
道大堤的保护性开发。届时，大堤上将被种植上更加茂
密的绿植，同时增添公共服务设施。到那时我们再来故
道大堤上探访，就不用再席地休息了。

稍加休息，继续往前走，一处处安静的美景引人留
恋。故道大堤两边的美景，对于当地人来讲，或许显得没
有什么特别的。就如正在大堤上给杏树进行护理的石大
爷来讲，他所关心的是今年杏的价格。石大爷所承包的
这段故道大堤，位于利民镇张楼村段，近300棵杏树可以
给他带来近3万元的收入。

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即使是大堤北岸那处破旧无人
的老房子前的一片油菜花，就已经够我们屏息欣赏好一
会了。还有悬空而立的大树，随处可见的野生枸杞，如白
云跌落人间的羊群，摆出主人姿态站在小路中央的大白
鹅等等。站在故道大堤上，即使你有充足的体力，也会因
为眼神不够用而“苦恼”。

带着些许的遗憾，我们从大堤上下来。故道景观，耐
人寻味，而对于已经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讲，下一个地点则
更是“寻味”之处。走，去利民古城里转转，那里正有可口
的小吃等着我们呢！

说起利民老城，真是一个让人口水直流的地方。但
凡是商丘人，大抵都能说出几样利民的美食——羊肉汤、
丸子汤、嫩豆腐、绿豆茶、三刀、烧饼……

从百度地图上，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神似商丘
古城的利民古城——这里也保存着外圆内方、城河环绕
的格局。作为当年伴随黄河的重镇，利民古城里的人们
也早就发展起了便于在河水泛滥时撤离的小吃行当，正
如利民所遥望的开封一样。

“对利民古城的建设，是我们打造故道旅游走廊重要
的组成部分。对利民古城的建设，要和商丘古城有所区
别。”荣敢一边看着我们大快朵颐地品尝着利民的特色小
吃，一边介绍说，“我们准备以特色的小吃吸引城市里的
人来古城游玩。在利民古城，你可以从早上吃到晚上。
一大早，你可以驱车来到古城喝上一碗热腾腾的丸子汤，
然后到故道大堤游玩。中午回来就是喝羊肉汤了。下午
可以在古城里转转，听故事，欣赏民间曲艺扬琴，逛城隍
庙，到晚上再简单吃点豆浆油条。不用酒足，不用大鱼大
肉，依然可以让你吃得开心舒心。”

有吃有喝，有生态美景有历史传承，在利民镇我们真
真切切体会到了“流连忘返”的意味。而在我们想起了要
返程的时候，另一个词就更加直击心底——依依不舍。

对整个虞城段黄河故道大堤的探访止于利民镇。在
虞城，我们看到万亩的果园，看到粼粼波光的湿地；在树
丛间穿行，在古迹前驻足，在现代农场里感受震撼，在传
统农家小院里感受安逸；在古城品尝美食，在林下开心地
吃着苹果。这里生态健康、环境优美，这里饱含历史、发
展迅速。

离开虞城，我们依依不舍。不过仔细一想，其实我
们离它也不远，故道还会安静地在那等着我们。如此一
想，也就释然了。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祁 博 高会鹏）

利民镇：耐人寻味的故道古镇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日发
表《201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及《2015年美国侵犯人权事
记》，回应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

人权纪录说，美国国务院于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发布
《2015年国别人权报告》，再一次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妄加
置评，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三缄其口，毫无反思
之意。2015年的美国人权，不仅旧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而
且新的问题不断滋生。既然美国政府不肯拿起镜子照照自
己，那么也只好由别人来帮助完成了。

人权纪录从不同方面列举了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
枪支管理失控，公民生命权受到严重威胁。美国警察暴力执
法，公民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美国监狱系统腐败丛生，严重
侵犯囚犯人权。美国金钱政治和家族政治大行其道，公民政
治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美国社会问题严重，保障公民经
济和社会权利困难重重。美国种族矛盾尖锐，种族关系处于
近 20年来最差时期。美国妇女状况不断恶化，儿童成长环
境堪忧。美国仍在公然粗暴侵犯他国人权，视他国生命如草
芥。

人权纪录全文约 1.2万字，分为导言、公民权利、政治
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利、粗暴
侵犯他国人权等部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201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当地村民在利民镇境内黄河故堤上的杏树林下除草。 见 闻 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14 日从商务部获悉，
2016年一季度，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617.4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55.4%。

商务部数据显示，3月当月我国新增投资 664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1.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的投资增长较快，重点项目亮点突出。一季度，我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 35.9亿美元，同比增长 40.2%，
特别是今年3月，中国广核集团以23亿美元成功获得马来西
亚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将“一带
一路”相关5国13个清洁能源项目收入囊中，至此，中国广
核集团海外的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达到884.3万千瓦。

据商务部数据，一季度流向制造业 54亿美元，同比增
长125.9%，特别是对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26.5亿美元，同比
增长176%。

企业境外并购活跃、领域广泛。一季度，我国企业共实
施海外并购项目 142个，实际交易金额 165.6亿美元，占同
期对外投资额的 41.3%，这些并购项目涉及 36个国家（地
区）的15个行业。

今年一季度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55.4%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从今年5月1日起，中央和国
家工作人员赴地方出差住宿将不再统一按省会城市标准执
行，在一个省内出差，将根据出差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
价水平差异，执行1到7档不同的住宿费上限标准。

财政部14日对外公布了细化到地市级的《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根据这张表，
今后去省内市县出差住宿将“一地市一标准”，不再统一执
行省会城市标准。如去河南出差，此前都统一执行省会郑州
市标准，即部级领导住宿费上限为 900元、司局级 480元、
其他人员380元；5月1日后除郑州市外，其余省内地区有了
自己的标准，即部级领导住宿费 800元、司局级 480元、其
他人员330元。

此外，比照中央做法，地方财政部门对除省会城市外，
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和季节性热点影响，淡旺季住
宿费价格差别较大的市县制定了旺季期间浮动标准。还是以
河南为例，洛阳市在每年 4到 5月上旬执行旺季标准，部级
领导、司局级和其他人员住宿费标准上限分别上浮至 1200
元、720元和500元。

5月1日起中央和国家工作人员
差旅住宿将“一地市一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截至 4
月14日，在办理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工作中，检察机关已
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及 158人的案件提前介入或准备提前
介入；对涉嫌非法经营疫苗犯罪的27人批准逮捕。3月22日
后，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系列案件中已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5
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 1件，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1人。

最高检侦查监督厅3月22日向全国检察机关下发了《关
于切实做好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办理工作的通知》。各级
检察机关迅速行动，加强与当地食药监部门、公安机关的配
合与沟通，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依法惩治非法经营疫苗
犯罪，依法查办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取得了初步成效。

检察机关对涉嫌非法经营
疫苗犯罪的27人批准逮捕

据新华社郑州4月14日电 为了规范募捐管理工作，日
前河南省慈善总会对“柳娥母爱基金”等 14 个“问题基
金”进行注销，并发布“自律倡议书”，号召慈善机构依法
行善，规范社会慈善行为。

慈善募捐工作在社会爱心帮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当前部分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慈善财产管理还存在诸
多漏洞。为规范募捐管理工作，确保慈善资金安全，河南省
慈善总会对自建会以来成立的专项基金进行清理整顿。经专
项审计，“柳娥母爱基金”“名媛基金”等 14个专项基金存
在基金长期“沉睡”、账户长期不再注入善款、设立公司已
不存在等问题，河南省慈善总会依法对其进行注销处理。

据了解，2015年河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慈善捐赠约7.37
亿元、公益性支出约7.1亿元，共资助和帮扶困难群众达9.8
万人次，在募捐、救助等方面均创历史新高。

河南省慈善总会注销14个“问题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