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7 日上午，由周口市体育总会主办，周口市健步运动协会、周口报业传媒
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承办的健步运动展示交流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我市 10 多支健
步走队的千余名队员参加交流赛。 记者 梁照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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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到项城市检察院调研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王
春霞）近日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张飞带领该院相关领导深入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项城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陈志陪同调研。 项城市检
察院党组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座
谈会。

座谈会上， 项城市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汇报了近年来该院在案件办理、
规范司法、队伍建设、科技强检、公信
力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存在的问
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听了汇报和与会同志的发言后，
张飞要求， 全体干警要放下包袱，振
奋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 要立足服
务大局，谋划推进检察工作。 在扫黑
除恶、公益诉讼、精准扶贫、社会治理
等工作中 ， 要多与有关部门沟通协
调，争取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要落
实好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制

度，加强审判监督。 要严格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消除廉政风
险点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 、敢于担当
的检察队伍。 ②10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活动
淮阳县检察院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刘
艳艳）近日，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未检科
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联合县教体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深入基层
学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
活动。

执法人员从学生营养餐与公布的

配餐食谱、数量、价格是否有差异，是
否存在虚报冒领、克扣营养补贴情况，
食品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存在发
放劣质、 变质或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
为，食材贮存是否符合标准，加工食材
的容器、炊具是否清洁卫生，餐厅从业

人员有无健康证等进行了着重检查。
针对个别学校在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部分调味品无采购清单 、 消毒
柜未使用 、 防蝇灯未按规定放置等
问题 ， 执法人员在认真做好现场检
查笔录的同时 ， 当即要求相关责任
人立即整改到位 ， 切实做到从源头
杜绝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该院未检科科长梅芳表示， 我们
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认识，
进一步提升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为在校师生创造放心、安心、舒心的食
品安全环境。 ②10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
讯员 姚旭 文/图） 为进一步
提升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近日，
鹿邑县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在

明道宫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

动。
当日上午，明道宫门前的

广场上人头攒动。干警通过发
放宣传页、提供法律咨询的方
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扫黑除恶
相关知识， 并公布了举报方
式，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协助
政法机关铲除欺压群众、横行
霸道的黑恶势力，共创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认识，增强了群众的法律
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彰显了
法院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的决心和信心，形成了强大的
威慑力。 ②10

扶沟县法院法官为 2000多名师生上法治课
���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樊帅）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 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参与黑恶势力及被黑恶势

力侵害，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近日，扶沟
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为 2000 多名师生
上扫黑除恶专题法治课。

法治课上， 扶沟县法院刑二庭庭长

李宝岗向同学们讲解了如何防范校园欺

凌、维护自身权益、远离黑恶犯罪。该院刑
一庭庭长娄本生以解读法律条文和剖析

典型案例的方式， 从黑恶势力的性质,黑
恶势力吸收、利用未成年人的手段和原因
及未成年人如何开展自我保护等方面进

行讲解， 让广大师生了解什么是黑恶势
力、面对黑恶势力如何运用法律进行自我

保护等内容。娄本生结合校园欺凌、“校园
贷”、 毒品危害等讲解预防犯罪和自我保
护有关法律常识，提醒学生“善不可失，恶
不可长”，引导学生要遵纪守法，提高明辨
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娄本生呼吁全体
师生及学生家长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法治课结束后， 法官们为大家送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简明读本》和《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书籍，并叮嘱同
学们学好法律知识，自觉抵制不良行为，
远离黑恶犯罪，健康快乐成长。

师生们纷纷表示， 此次法治课受益
匪浅、收获良多，对黑恶势力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和认识。 ②10

淮阳县法院召开以案促改工作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周伟）
近日，淮阳县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以案促改
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传达了县纪委相关
要求， 宣读了该院以案促改工作方案，对
全面开展以案促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范闽杰表示，
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是落实上级部署、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重要工作，全体
干警要按照县纪委和院党组要求，围绕
发生在身边的违法违纪案例，查找在思

想上、制度上、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研究制定整改措施。 要结合司法体制改
革和审判责任制 ，通过以案促改 ，让权
力结构配置更科学、权力运行更规范透
明，进一步在思想上、制度上筑牢防线，

真正把以案促改工作当作提高工作水

平的机遇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刮骨疗
毒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以案促
改工作做细做实 ，把问题整改好 、制度
完善好，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②10

鹿邑县法院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我市获 67金 71银 24铜
河南省第二届心意六合拳大赛在漯河举行

本报讯（记者 梁照曾）10月 27 日至
28日，由河南省武术协会、漯河市宣传部
等联合举办的河南省第二届心意六合拳

大赛在漯河开赛。 我市组织 4支代表队的
10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共夺取 67金 71
银 24铜。

心意六合拳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我国三大内家拳之一。 我市是心意六合
拳的重要传承地， 涌现出一批心意六合拳
大师，如袁凤仪、袁长青、杨殿清、卢崇高、
宋国宾、尚学礼等，他们弘扬和推广了心意
六合拳，如今桃李满天下。

本次比赛 ，共有来自全国 43 支代
表队的 554 名运动员参赛 。我市组织 4

支代表队的 105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共
获金奖 67 个 、银奖 71 个 、铜奖 24 个 。
2 支代表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支代
表队获优秀组织奖。 其中，心意六合拳
协会获金奖 6 人次、银奖 16 人次、铜奖
6 人次， 袁风仪心意六合拳研究会获金
奖 8 人次、银奖 3 人次、铜奖 1 人次，袁

氏心意六合拳俱乐部获金奖 7 人次、银
奖 3 人次 、铜奖 2 人次 ，淮阳豫东少林
武术院获金奖 46 人次、 银奖 49 人次、
铜奖 15 人次。心意六合拳协会、淮阳豫
东少林武术学院分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 ， 淮阳豫东少林武术学院获优秀组
织奖。 ②10

周口队获 4金 5银
武韵中原“体彩杯”河南省第二届传统武术大赛在焦作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10 月 27 日
至 28 日 ，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 ，河南
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河南省武术协
会承办的武韵中原 “体彩杯 ”河南省
第二届传统武术大赛 （总决赛 ）在焦
作市体育馆举行 。 来自各省辖市 、直
管县 、 全国武术之乡 32 支代表队的
374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 周口队获 4
金 5 银 。

比赛由分区赛和总决赛两个部分

组成。 分区赛于今年 5 月分别在漯河、
平顶山、新乡、洛阳、滑县、南阳、信阳 、
长垣、焦作、三门峡、开封、商丘等地举

行，参赛运动员总数超过 10000 人。
本次比赛，共设个人传统拳术、个人

传统器械 、对练项目 、集体项目 4 个竞
赛项目。 登封市代表队、漯河市一队、洛
阳市一队、洛阳市二队、南阳市一队、郑
州市代表队、开封市代表队、商丘市代表
队、温县代表队、周口市代表队获团体优
胜奖。

我市运动员不畏强敌、顽强拼搏，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其中，张小龙获 B
组拳术、 器械两个一等奖， 韩光杰获 B
组器械一等奖，王秦硕获 B 组器械一等
奖。 ②10

我市举办羽毛球邀请赛

本报讯（记者 梁照曾 耿杰 文/图）
10 月 27 日， 周口市羽毛球邀请赛在
天天羽毛球馆开赛， 来自全市的 14
支羽毛球代表队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由周口市体育总会主

办，周口报业传媒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周口市羽毛球协会（筹备中）承办。 比
赛亮点是每队必须有一对年龄相加满

95岁的男双。
各支代表队精神抖擞、勇于拼搏，

经过两天激烈拼杀， 东道主天天羽毛
球馆队夺得比赛冠军。 ②10

周口队击败洛阳队杀入决赛

2018“体彩杯”河南省男子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10 月 23
日，2018 年河南省男子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在古城洛阳开赛，我市派出两支
球队参加甲、乙两个组别的比赛。 在
30 日的乙组半决赛中，周口队击败东
道主洛阳队晋级决赛。 这是周口足球
队在河南省各项锦标赛中首次挺进

决赛， 打破了近 10 年郑洛汴老牌劲
旅包揽前三的局面。

比赛根据队员年龄的不同， 分为
甲、乙两个组别，其中甲组为 2001 至
2002 年龄段，有 15 支参赛球队；乙组
为 2004 至 2005 年龄段， 有 9 支参赛
球队。 比赛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交叉
淘汰赛两个阶段。 周口足协旗下的周
口丰厚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派出的两支

由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 代表周口队
参赛，队员共 48 人，

在 23 日的乙组比赛中，周口队的
11 名小球员士气高涨 ， 开场打进一
球，随后主力前锋被红牌罚下场，在缺
一名队员的情况下， 小球员们奋力拼
搏， 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击败开封
队，迎来开门红。 在随后与济源队、许
昌队的比赛中，周口队 1 胜 1 负，以小
组第二名挺进半决赛。在 30 日的半决
赛中，周口队力克东道主洛阳队，杀入
决赛。

据了解，乙组决赛于 11 月 1 日上
午打响，周口队与郑州队争夺冠军。另
外，甲组比赛中，周口队也顺利挺进 8
强。 ②10

������10 月 29 日上午，淮阳县人民检察院 6 名新任检委会委员身着检察制服,在
该院党组副书记张振灵监誓下，公诉科科长王红旗领誓下，庄严宣誓就职。

张艳华 刘艳艳 摄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
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

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开发银
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
导， 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发展，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
发性金融机构。 开发银行以 “增强国
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
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 紧紧围绕
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
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
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
服务优质、 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

自 2006 年 8 月成立“审计举报办
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
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
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
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
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
行监督， 对造成或可能造成开发银行
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 国民资产损失
和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
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

及组织。 包括开发银行各类资产项目
及客户， 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
保的客户， 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
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 ）利用虚假的客户 、经营 、财

务、 项目等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银行
资金的行为。

（二）开发银行客户违反合同约定
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挪用、非法占用、
私分和转移项目资金，或造成重大损失
和浪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
务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借资产
重组、 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
逃资金，以及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
质押物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企

业利用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
理虚假登记等方式， 为开发银行贷款
项目提供虚假担保， 以及恶意转移抵
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
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

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
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
客观性负责， 不得主观臆测、 捏造事
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 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
以署名或匿名， 但为尽快了解更详细
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
处理结果， 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
下详细联系方式， 开发银行承诺对举
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 举报人
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

挽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的， 开发银行
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北京市西

城区太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om.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郑州市金

水路 266 号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450008）

电话：0371-69331706
传真：0371-66000590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

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
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2018年 11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