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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2日电 为

广泛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

服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

署展开 2019 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文职人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着眼服务部队

需要，主要招录一批文职人员到主

干专业系列、重点关键岗位和艰苦

边远地区；注重引进优质人才，严把

标准条件，精准按岗择人，提高人才

选拔质量，从源头上建强文职人员

队伍；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岗位数

量、资格条件、选拔程序、录用结果

“四公开”，确保招考全程阳光透

明。根据计划安排，3月 13日至 20
日，报考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

名，4 月 28 日全军组织统一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

目，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内容和具体

要求已在军队人才网公布。9月底

前，完成面试体检、政治考核、综合

考察、公示审批等工作。

根据部署要求，各有关单位要

高度重视，加强党委统一领导，认真

总结经验，把握特点规律，周密部署

安排。提高思想站位，强化“四个意

识”，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文

职人员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精心

组织实施，系统筹划、精准设计、

有序推进，依法依规高标准做好招

考各项工作；强化责任担当，有关

职能部门各负其责，严格按照招考

任务要求、步骤安排和时间节点抓

好落实，协调纪检监察部门全程跟

踪监督，确保招考工作积极稳妥、顺

利圆满。⑥3

投笔从戎 报效祖国
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本报记者 洪 塔

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柳条已

经抽出了嫩绿色的新芽，粉色的梅

花、黄色的迎春、雪白的玉兰，各色

春花争相斗艳。记者经过多方打

探，整理出我市赏花攻略，便于居

民赏花踏青，感受迷人的春色。

月季：市城区北部的南阳月季
博览园、市体育场附近的南阳月季
园、南阳飞机场北新建月季园、市
城区月季大道孔明路、文化路等，
及街头部分公园、游园

“才人相见都相赏，天下风流

是此花。”南阳月季文化源远流长，

素有“月季花城”的美誉，月季也被

市政府命名为市花。暮春时节，月

季花开，香气四溢，在城区人人可

一睹“花中皇后”的芳容。

樱花：南阳医圣祠和白河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附近、镇平老庄镇樱
桃沟

河岸樱花，精灵一般随风飞

舞，时而急促，时而悠扬，在不经意

间，地面就铺上一层粉红色的绒

毯。樱桃沟万亩樱桃花已竞相绽

放 ，满 树 烂 漫 ，如 云 似 霞 ，美 不

胜收。

桃花：白河南岸姜营、李宁体
育园、卧龙区蒲山镇“十里画廊”、
312国道沿线唐河县城郊乡、桐柏
县埠江镇、内乡县赤眉油桃沟、新
野县新店铺镇津湾村

桃花盛开时，你可以切身感受

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乐趣。可

邀 三 五 好 友 ，邂 逅 浪 漫 的 春 日

时光。

油菜花：城北龙翔路大寨“油
菜花海”

置身金灿灿的油菜花中，就像

和恋人初次拥抱一样，让人怦然心

动。油菜花田沿路伸展，与周边的

村落和谐共处，相映生辉。

梨花：方城县博望镇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博望梨园一簇簇梨花疏

松地聚在一起，花朵优雅又毫不张

扬地开放，不媚俗，不骄傲。

梅花：梅城公园、卧龙区塔子
山梅花基地

梅城公园的榆叶梅、垂枝梅等

20多个品种 2000多株梅花次第开

放，吸引了众多居民前往观赏。卧

龙区塔子山梅花基地建于 2000年，

坐落于城区西北十公里处，占地千

余亩。2005年，该基地被中国梅花

研究中心指定为南梅北移繁育基

地，成功繁育了三轮玉蝶、虎丘晚

粉、双碧垂枝等 100 多个梅花优良

品种。

玉兰花：南召、市城区白河国
家湿地公园

进入 3 月，南召满山的辛夷花

开 得 正 俏 。 辛 夷 花 ， 又 名 望 春

花、玉兰花。南召是著名的“辛

夷之乡”，至今仍有 500 年以上的

辛夷天然植物群落。辛夷观光带

重点村主要包括南召县小店乡建

坪村、马庄村，云阳镇东花园、

西花园村，皇后乡天桥村等，面

积约 10万亩。

油桃花：内乡县赤眉镇
内乡赤眉油桃沟位于内乡县

赤眉镇东北川村和杨店村之间，全

长 12.5公里，总面积达 5万亩。

牡丹花：方城县
方城县德云山风情植物园内，

15万株牡丹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涵

盖了九大色系 150多个品种。⑥6

春花烂漫处处景 大美南阳赛仙境
—本报为读者绘制赏花路线图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3 月 12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披露了一系列司法大数

据。这些数据源于人民法院大数

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统计区间为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涉及危险驾驶、离婚纠纷、司乘

冲突等内容。

数据 1：
——危险驾驶犯罪：高

发时段集中在 20点至 21点
司法大数据显示，危险驾驶犯

罪案件中，危险驾驶高发时段集中

在 20 点至 21 点，近 22.3%的醉驾

案 件 司 机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超 过

200mg/100ml。
驾 驶 员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达 到

80mg/100ml 以 上 就 属 于 醉 酒 驾

车。根据刑法规定，除醉酒驾驶机

动车外，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

竞驶情节恶劣，从事校车业务和客

运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违反规定

运输危化品危害公共安全等情形，

都属于危险驾驶罪范畴。危险驾

驶罪案件中，醉驾占绝大多数。

数据 2：
——未成年人犯罪：十

年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司法大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

人犯罪数量近十年来整体呈现下

降趋势：从 2008年的接近 9万人，

下降到 2018年的 3万多人。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相关

报告称，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体

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为

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犯罪，降低未成

年人涉罪率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

数据 3：
——司乘冲突刑事案：

超九成判处有期徒刑

司法大数据显示，公交车司乘

冲突刑事案件中，超半数案件有乘

客攻击司机行为，其中近三成出现

乘客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的情况。

全部案件中超九成判处有期徒刑。

今年的最高法报告提出，最高

法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意见，严

惩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维护公共交

通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吉林市

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分公司驾驶员刘丽岩说，既要通过

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此类行为的违

法成本，也要加强公众安全知识普

及教育，让大家充分了解司乘冲突

的危险性和严重后果，共同维护公

共交通安全。

数据 4：
——离婚纠纷：婚后 3年

至 7年为婚姻危机的高发期

司法大数据显示，已审结的全

国一审离婚纠纷案件显示，婚后 3
年至 7年为婚姻危机的高发期。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王会君说，从近年审理的离

婚案看，婚后 3年至 7年往往是婚

姻产生问题的时间段。此外，不少

地方近年来离婚率持续上升，婚姻

纠纷中财产分配争议问题突出，这

类案件处理需要法院综合考量法

理、人情做出认定。

数据 5：
——网络购物纠纷：多

因价格欺诈、虚假宣传

司法大数据显示，近三年来，

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不

合格是引发网络购物纠纷的主要

原因，三者均占纠纷总量 25%左

右。合同是否成立、标签不规范、

优惠券使用限制等，是发生争议的

其他原因。

随着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涉及

网购的投诉和纠纷也大量出现，大

数据杀熟、默认勾选、删除差评等

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今年 1
月 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就

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商平台经营，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⑥3
（据新华社）

危险驾驶、离婚纠纷、司乘冲突……

司法大数据揭示了什么？

孔庆同，1912年出生，河南光

山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光山县建立中共地下党

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年仅 15岁
的孔庆同参加了农民赤卫队。不

久，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孔庆

同任司号员。

1934年 11月，红 25军遵照中

央指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进行

战略转移。抵达陕北时，孔庆同已

经成长为红军营长。

1937年，孔庆同作为年轻的指

挥员，离开延安，到天津中共中央

北方局工作。他在冀东丰润县腰

带山一带组织党员和农民自卫会，

成立冀东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任

冀东抗日联军第 1 支队支队长。

1938年，第 1支队扩编为冀东抗日

联军第 4 总队，他任总队长，率部

打击丰润、遵化两县的日、伪军。

1938年 7月 8日，遵化伪军保

安队出动 130 多人扑向铁厂。孔

庆同闻讯后立即带队抢先到铁厂

北边的玉皇庙迎敌，经过约两个小

时的激战，将伪军全部打垮，俘获

80余人，缴枪 80余支，战马 35匹，

给遵化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7月
9日，孔庆同等又率部出击，兵不血

刃拿下了兴城镇。他通过强大的

政治攻势，促使伪满警察所长王生

存带手下 40 余人反正。随后，抗

联 4总队再接再厉，平息丰润王官

营一带的民团叛乱，扩大抗日影

响。当地群众纷纷加入抗日队伍，

仅 王 官 营 就 有 500 多 人 参 加 抗

联。4总队在短短几天里就由 400
多人发展到 4000 多人，改编为冀

东抗日联军第 1梯队，辖 4个总队，

孔庆同任梯队长。

1939年，孔庆同到中共中央晋

察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从党

校学习毕业，到冀中第 8军分区任

副司令员。在保定一带坚持平原

游击战，后任第 8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秋天，冀中第 8军分区

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彭德怀关

于“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

击战争”的指示。10月 20日，孔庆

同带领一个手枪班赶到河间县左

庄，对河间县开展抗日斗争作了指

示。由于汉奸通风报信，第二天拂

晓，部队驻地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

包围。在战斗中，孔庆同中弹牺

牲，年仅 30岁。⑥4 （据新华社）

孔庆同：

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抗日英雄

孔庆同像 （资料照片）

根据《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

作考核奖惩实施办法》，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代表市政府履行

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与评价职能，数字化城管绩效考评成绩已

列入市委、市政府目标考核。现将 2019年 2月份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

理责任单位绩效考评及排名情况通报如下：

南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关于 2019年 2月份中心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
责任单位绩效考评及排名情况的通报

一、中心城区四区政府（管委会）排名情况

二、参与排名的市直责任单位（共 9个）

三、参与排名的专业部门（共 13个，只排前
三名、后三名）

四、中心城区乡镇街道排名情况（共 24个，
只排前五名、后五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部门

宛城区

卧龙区

高新区

示范区

综合得分

76.82
71.44
68.27
52.35

未结案数

1112
1273
733
2768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部门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水利局

市体育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综合得分

97.17
70.66
70.39
69.91
61.40
40.91
38.69

0
0

未结案数

1
0
0
2

527
8

746
2
11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南阳三晶网络信息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基地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车务段

综合得分

87.63
84.34
79.25
45.64
36.85

0

未结案数

4
0
1
0
1
27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倒数第五名

倒数第四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

部门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

卧龙区王村乡

卧龙区七里园乡

卧龙区梅溪街道

宛城区溧河乡

宛城区汉冶街道

示范区白河街道

卧龙区武侯街道

示范区姜营街道

示范区新店乡

综合得分

89.18
86.33
85.78
77.83
76.61
57.89
57.48
55.30
52.58
48.07

未结案数

0
0
1
13
19
196
61
34
239
116

内乡县赤眉镇油桃沟的数万亩

油桃花迎春绽放

扫二维码，
看 H5 赏花
路线图

位于市城区体育场附近的月季园（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玉兰

花等竞相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