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优秀志愿者做客!道德讲堂"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连韶光

本报讯
!

月
"#

日! 全国优秀志愿者任治

森返乡做客太康县"道德讲堂#!用一个个感人

的故事向父老乡亲谈起了自己学习雷锋精神

的深切体会$任治森是该县马厂镇人!现为成

都军区驻滇某部上士$作为部队对外扶贫助教

联络员!任治森连续
$

年走进大山深处!帮助

麻栗山群众把
$##

多亩坡地改造成了良田%

%&

户特困群众脱贫%

"%

个山里娃有了学上$他

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优秀志愿者#%共青团中

央表彰为&第九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走进周职院
!

晚报记者 宋风 通讯员 刘娴

本报讯 为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

!

月
"#

日晚!

%#"$

年河南省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

动在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砺德厅精彩

上演$ 河南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与周口职业技

术学院的
'##

余名师生共同度过了一个美

妙的艺术之夜$

时代赛潮鞋业获!中国名鞋"称号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

月
"%

日记者获悉! 在刚刚闭

幕的第十四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

暨全国鞋业表彰大会上! 河南鹿邑时代赛

朝鞋业连获 &中国名鞋 #荣誉称号和 &中国

鞋业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荣誉称号两项殊

荣$

多方牵手 情系!贫困母亲"

!

晚报记者 张燕
!

文 记者 王映
!

图

本报讯 又是一年五月季!又是一年感恩时$

!

月
"%

日!母亲节当天!市妇联以及

爱心企业组成的巾帼志愿者团队走访慰问了我市部分贫困家庭的母亲!如图"!在节

日里给她们送去温暖和关怀$

据介绍!从即日起!巾帼志愿者团队将对周口市区
!#

名贫困家庭的母亲进行物

质%心理等方面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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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进一步净化新闻采访环境

两家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站年检缓验

!!!!!!

本报讯
%#"%

年度中央新闻

单位驻豫记者站核验工作基本结

束$ 经核验!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

者站中!有
'$

家通过年检!中国经

营报河南记者站%消费日报河南记

者站这两家被给予缓验处理$这是

记者
!

月
6

日从省新闻出版局获

知的消息$

目前全省共有
'&

家中央新闻

单位驻豫记者站'不含新华社河南

分社% 中央电视台河南记者站%中

国新闻社河南分社($ 除缓验的两

家记者站外! 其余
'7

家记者站报

送了年度核验材料!其中)企业党

建参考报* 驻河南记者站
%#"%

年

新审批成立!按规定不需要参加此

次核验$

从这次核验情况看!绝大部分

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站严格遵

守新闻宣传纪律!在宣传我省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成果%树立河南形

象%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也有个别记

者站存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

偿不闻#以及利用新闻采访活动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

近年来!根据中宣部%新闻出

版总署等有关指示精神!我省严格

加强日常管理!开展打击新闻&四

假#专项治理行动!坚决纠正记者

站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净化了全

省的新闻采访环境$

据了解!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

者站核验情况和持记者证人员名

单将在大河网% 映象网等新闻网

站长期链接$ 记者站和持记者证

人员的相关信息可在河南报刊网

上查询! 以便为基层单位和社会

各界提供辨别真假记者的办法和

途径$ !本报记者"

附!

中央新闻单位驻豫记者站

持记者证人员名单

!!!!!!

人民日报河南分社+罗会文%戴鹏%曲昌荣%

王汉超%任胜利

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刘先琴%崔志坚

经济日报河南记者站+党涤寰%王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记者站+ 辛如记%赵

飞%任磊萍%李凡

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史宝银%向明超

科技日报河南记者站+乔地%井长水

工人日报河南记者站+余嘉熙

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韩俊杰%潘志贤

中国妇女报河南记者站+苏建军

农民日报河南记者站+陈四化%张培奇

法制日报河南记者站+邓红阳

中国新闻出版报河南记者站+韩为卿

民主与法制河南记者站+何毅%叶云%尤来

安

中华建筑报河南记者站+王新顺%殷繁明%韩

翔宇%杜新慧%徐治平

证券日报河南记者站+张国斌%崔义峰%张文

娟%温茹%肖艳青

中国县域经济报河南记者站+王仲斌

中国食品报河南记者站+穆培龙

中国产经新闻报河南记者站+白野

中国联合商报河南记者站+赵伟立%申建勋%

薛全成

健康报河南记者站+周勇%杨力勇

中华儿女报刊社河南记者站+宋汉晓

中国环境报河南记者站+邵丽华

中国包装报河南记者站+孙癑媛

中国水利报黄河记者站+王红育%王继和%黄

峰%于迎涛%欧阳新华

中国水利报小浪底记者站+柯明星%刘红宝%

姜拥军%杨静

中国知识产权报河南记者站+李建伟

中国城乡金融报河南记者站+'无持记者证

人员!无采访权(

中华合作时报河南记者站+贾丽君

中国审计报河南记者+王德俊%王党民%吕鸣

莉

中华工商时报社河南记者站+许长江

中国矿业报河南记者站+李艳%周强%张绍捷

中国档案报河南记者站+杨宝章

中国质量报河南记者站+孙中杰%宋晓霞

中国气象报河南记者站+王建忠%苏菡玲

国际商报社河南记者站+王洪军%马冠华

中国邮政报河南记者站+王远

中国建设报河南记者站+刘强%张晓辉%王传

东

中国纪检监察报河南记者站+范清安

检察日报河南记者站+高传伟%秦刚%赵国

勤

中国水利报河南记者站+杨沙平%田自红%张

进平%董一鸣

中国国门时报河南记者站+狄国栋%李一新%

胡清俊%胡守明

人民法院报河南记者站+陈海发%冀天福

中国税务报河南记者站+刘义峰

人民邮电报河南记者站+曾庆斌

中国信息报河南记者站+韩军平%靳占修

中国建材报河南记者站+秦军舰

中国石化报河南记者站+王新顺%李明泰%李

建永%仇国强%蒋世廉

中国企业报河南记者站+王少华%徐志成

中国煤炭报河南记者站+刘耀平%王扬%李庆

伟%杨晓东

中国安全生产报河南记者站+刘耀平%赵鹏

璞%刘宏

中国国土资源报河南记者站+袁可林%张毅%

周强

中国化工报河南记者站+武验

中国技术市场报河南记者站+刘学艳

中国石油报河南记者站+彭武胜%王进

中国绿色时报河南记者站+杨晓周%陈卫%李

华堂

中煤地质报河南记者站+常曙瑜

中国科学报河南记者站+张占仓%谭永江

中国有色金属报河南记者站+刘新华%洪卫

忠%李枫%刘建新%智泽斌

中国商报河南记者站+高根义

中国电力报河南记者站+黄福安%郝宏升%霍

锐

金融时报河南记者站+牛蕴%叶松

中国经济时报河南记者站+郗永丰

中国水运报河南记者站+尹永刚

中国消费者报河南记者站+耿记安

中国教育报河南记者站+刘学才%李见新%陈

强%郭炳德

中国旅游报河南记者站+张明灿

中国工商报河南记者站+乔小尊

中国中医药报河南记者站+杨力勇%董文安%

胡晓军%张晓华

中国改革报河南记者站+时和昌%孙继昌

中国黄金报河南记者站+杨久煜

中国产经新闻报河南记者站+白野

中国交通报河南记者站+周爱娟

人民政协报河南记者站+张磊

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叶军

中国人口报河南记者站+王永进

中国电子报河南记者站+柳宁

中国经济导报河南记者站+潘热新

慈善公益报河南记者站+胡震杰%罗森

中国冶金报河南记者站+刘增学%魏庆军

人民铁道河南记者站+肖培清

企业党建参考报河南记者站+刘建超

中国测绘报河南记者站+茹良勤%王红闯%秦

福军

中国贸易报河南记者站+李振峰

国家电网报河南记者站+谢炳燕%凌玮%郝宏

升

中国文化报河南记者站+陈关超%许国华%张

莹莹

消费日报河南记者站+张媛

中国经营报河南记者站+董昭武

!以上信息由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提供"

我国人体器官分配今后全部可溯源
!!!!!!

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中国首届人体

器官获取组织国际论坛暨首届中国人体器官

获取组织培训会议在深圳开幕$这标志着我国

器官获取组织体系全面专业化建设启动$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体器官临床技术应用

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经过近
$

年的试点!我

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这

项工作能否取得成功 ! 中国器官获取组织

89:9;

的建设是关键$ #

黄洁夫介绍!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研究制

定相关的文件!凡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将通

过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来实现分配!严禁系统

外分配移植人体器官$ 文件实施后!人体器官

分配全部可溯源$

目前! 我国有
"&7

家人体器官获取组织!

由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组建$获取组织负责开

展人体器官获取与使用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

系统进行器官分配工作$据介绍!该系统依据相

关政策执行无人为干预的供受者匹配%器官分

配过程!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器官分配原则$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王海波透露!到目前为止已有
&%&

个器官移植

等待者通过分配系统的公平分配获得器官而

重获新生$

有世卫组织官员表示!&中国器官移植与

分配共享系统摒除了人为干预!以患者医疗状

况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病人的医学需

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 # !王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