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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天骄）今

年 5月 15日是第十个全国公

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宣传日，市公安局召开打击经

济犯罪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8年以来全市打击经济犯

罪工作情况。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

2018 年以来,我市公安经侦

部门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维护

经济安全稳定上，以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着力

点，全市共受理各类经济犯罪

案件 1840 起，立案 1723 起，

破案 1347 起，挽回经济损失

4.87 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1887 人，移送起诉 1563 人，

取得了打击经济犯罪的突出

成效，全年获部、省厅贺电表

扬 9 次，共有 9 个集体、20 余

人受到奖励，其中 2人荣获个

人二等功，全国“论剑 2018”

大比武二等奖 1 个，全省“论

剑 2018”大比武一等奖 1个，

省公安厅在我市召开猎狐行

动经验推广会，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被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

联席会议授予荣誉证书，并先

后获评侦办非法集资案件攻

坚战成绩突出集体。

发布会就下一步打击经

济犯罪有关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全市各级公安经侦部门

将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全

力履行侦查破案的主业和主

责，着力在打击突出经济犯

罪、护航经济发展上取得新

突破，把查办涉案金额小、关

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小案置于

重要位置，同时强化大案攻

坚对经侦整体工作的拉动效

应，组织开展打击非法集资、

打击网络传销犯罪、打击金

融犯罪、打击涉税犯罪等专

项行动。

围绕普通老百姓如何防

范花样翻新的非法集资犯罪

等问题，市公安部门向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提出了三点建

议，一是选择合法的主体,在

投资理财时要选择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的持牌的金融机构，未

经批准的坚决不参与。二是拒

绝可疑项目，对于在商场、超

市、街头摆摊设点、拉人投资等

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三是

抵制高息诱惑,不要相信天上

掉“馅饼”，保护好“钱袋子”。

一旦发现非法集资，及时向有

关部门举报，依法维护好自己

的切身利益。②4

我市通报2018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情况

受理案件1840起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温宪同志符

合记者证发放条件。现按照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要

求，予以公示。

河 南 省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371-

6588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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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本报讯(记者刘 阳)2019

年“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演出活

动方城县专场“富裕之州 美

丽方城”将于 5 月 16 日（本周

四）晚 7点在市民服务中心广

场（范蠡东路与南都路交叉口

向东200米路南）举办。

整场演出以歌曲、舞蹈、武

术、戏曲、情景剧、音乐快板、河

南坠子等艺术形式，充分展示

方城的厚重历史、人文景观、青

山绿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

内容，突出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提振精气神。全场节目绝

大部分为原创新编，构思新颖、

格调高雅、催人奋进。②1

“唱响白河”方城县专场

今晚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于晓霞 通

讯员郑东林）记者昨日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

推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2019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

专家推荐选拔工作启动，推荐

人选重点倾斜一线人才及“双

师型”人才。

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评选申报推荐范围包括中等职

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等职

业院校（含技师学院）、职业教

育教学科研单位中长期在一线

从事职业教育教学、教学管理、

教学科研的在岗人员。各县

区、市直单位中符合申报推荐

条件的人选均可申报。

各推荐单位于 5 月 20 日

至 25 日将推荐人选的推荐材

料报送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报

送材料的具体要求及相关表格

可从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http://www.ha-

ny.hrss.gov.cn）“专业技术人

才”专栏中下载。②4

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选拔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高 雪）日前，

由卧龙区委组织部、卧龙区直机

关工委和共青团卧龙区委联合组

织的卧龙区志愿者宣誓暨文明创

建志愿服务活动，在卧龙岗武侯

祠景区举行。来自全区700余名

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青年志愿

者、社区志愿者参加活动。

活动在铿锵有力的卧龙区

歌《卧龙担当》中拉开帷幕。活

动中，全国劳动模范、省党代

表、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党

支部书记李相岑解读了“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精神，

志愿者代表宣读“双创双建”倡

议书并带领现场志愿者宣誓。

宣誓大会结束后，青年志愿者、

入党积极分子、社区志愿者按

照职责分工，在武侯祠周边及

景区内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展现志愿者风貌。

又讯(记者王维纲)在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卧

龙区举办 2019 年“最美家庭”

“最美母亲”表彰活动,倡导传

统美德、文明新风。

此次活动由全区妇女组织

广泛寻找推荐，共表彰了区乡

镇街道景区、区直单位和社会

组织的 33 个最美家庭和 21 位

最美母亲。活动中，来自社区

志愿者协会艺术团为市民带来

了精彩纷呈的才艺表演。②4

我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丰富多彩

大家一起动手 装点美好家园

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倡导爱护一草一木，保护文物古

迹等行为，5 月 16 日，市白河橡胶坝管理处组织开展了登山

比赛和捡拾垃圾活动。职工们登山中将游客乱扔的垃圾装

袋并带下山,大家用实际行动向登山者及游客传递文明登

山、快乐出行的理念。②4 本报记者 李 玉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赵

甫）《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5

月 14日推出长篇深度报道《南

阳日报社靠“走”写出新闻温度

和力量》，肯定南阳日报准确把

握时代脉搏，寻求与百姓心灵

共鸣，着力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坚持“走转改”，探索

践行“四全”媒体之路，策划推

出了一批时间跨度长、内容形

态活、社会影响广的大型主题

系列活动和新闻行动，书写南

阳创新发展的动人故事，为城

市高质量发展添彩。

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南阳

日报社胸怀大局，因势而谋，顺

势而为。先后策划推出“社长·

总编走基层”新闻采访活动，开

展《2019，我们都是追梦人》

《“两新”人士风采录》《大师与

月季故事》等系列采访，重点推

出《“鸽司令”脱贫记》《“牛”事

业 富乡亲》《“玻璃杯”大王创

业史》等一大批带露珠、冒热气

的生动报道，不但充分宣传报

道了南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喜人成就，更通过深入、广泛展

现基层人民的幸福生活，以报

道揭示大主题，以宣传展现大

时代，用心用情讲好百姓故事，

诠释了党的好政策。

报道说，全媒体时代，南阳

日报社摒弃传统思维和固有宣

传方式，建立了全媒体联动报

道机制。从“社长·总编走基

层”到《2019，我们都是追梦

人》，从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到“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

市”，通过采用全媒体联动、线

上线下全方位宣传的方式，《南

阳日报》、南阳网、龙腾南阳客

户端等集中发力，全国党媒平

台、新华网“现场云”、短视频、

H5等集中推送等方式，形成立

体化宣传矩阵，增加了各报道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也充分展

示了在处理同一新闻事件时，

新媒体负责鲜活、纸媒负责深

度的良性融合模式。此外，南

阳日报在积极发展“云悦读”特

刊做到重大事件不缺位、重大

主题不失语。②4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刊发长篇报道盛赞南阳日报——

走好全媒体之路 添彩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