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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舆情培训基地”揭牌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何中有/文
邱琦/图
伴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舆
论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
网民数量已经突破 9 亿，人人拥有麦
克风，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
声音的集散地、
“大喇叭”，由此引发
的舆情事件也频发多发，舆情素养
的提升成为各行政机关、社会各行
各业的基础必备技能，学网懂网用

网，在网络时代学会
“游泳”。
为了充分体现媒体担当，东方
今报社近年来在舆情培训方面加大
投入力度，先后成立东方今报社舆
情研究中心及中原传媒研究院新闻
宣传培训中心，为了提升舆情培训
效果，打造一个高质量的培训基地，
2020 年 9 月 15 日，由东方今报社舆
情研究中心和河南省气象培训中心
联合打造的舆情培训基地挂牌成

立，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舆情服务。
东方今报社舆情研究中心是东
方今报社所属专业从事舆情研究的
机构，除专业从事舆情监测、研判、
处置等全链条舆情相关业务外，
2018 年联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原传媒研究院组建中原传媒
研究院新闻培训中心，依托省内外
优秀新闻资源开展各类新闻宣传暨
舆情素养培训。
此次联合河南省气象培训中心
打造的舆情培训基地，地处郑州南
三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西北角。据
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建设有远程
多媒体教室 1 个，约 110 平方米，配
备多媒体计算机 60 台；普通多媒体
教室 2 个，每个 100 平方米，多媒体
课件制作室 1 个；300 多平方米的学
术报告厅 1 个，能满足 170 余人参
会、学习；
各种会议室 3 个，
每个约 70
平方米，
基地还有可满足 160 人就餐
的学员餐厅 1 个，
学员住宿标准间 70
余间，
可供 140 余名学员住宿。②

深化“防消联勤”

济源消防员协助开展消防监督执法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夏萍
通讯员 古少杰
为全面推进“防消联勤”工作机
制，进一步提升消防监督执法效能，
连日来，济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监督
执法人员利用“双随机、一公开”执
法检查时机，带领基层消防员深入
社会单位开展实地防火检查，并现
场进行监督执法业务培训。
期间，
监督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消
防监督检查程序对单位的消防控制

室、火灾报警控制器、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室内外消火栓、防火门、应急照
明、疏散指示、稳压泵、末端试水装置
等消防设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边检查边带领消防员对各项消防设
施器材逐一进行测试并详细讲解注
意事项和检查要点，
同时对消防员提
出的问题现场进行答疑解惑。
济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
人强调，
参与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消
防员要熟练掌握消防监督检查的全

流程，
把所学知识充分利用到日常监
督检查工作中，
切实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检查结束后，消防员纷纷表示，
回去一定会好好消化所学内容，
充分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
针，
扎扎实实开展好协助执法工作。
通过实地检查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
消防员参与监督执法实操能力，
调动了
消防员参与监督执法的积极性，
真正将
防火工作融入到了消防救援站日常工
作，
实现了防消工作的有机结合。①

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 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财
产安全，有效遏制电信诈骗案件的
高发势头，西华县公安局田口派出
所多措并举，加大对电信诈骗案件
的侦查打击力度，近日，田口派出所
成功打掉一个收购、贩卖银行卡的
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8 人。
8 月 4 日，田口派出所民警接到
一起电信诈骗警情，受害人孙某接
到冒充公检法人员的电话，
称其银行
卡涉嫌洗黑钱被冻结，
为证明自己没
有涉嫌犯罪，
嫌疑人诱导孙某将自己
银行卡内 7 万余元资金转入犯罪嫌
疑人账户内。7 万元对一名普通群众
来说，
那可是两年的血汗钱。
为挽回群众的损失，
田口派出所
会同县局刑侦部门、
情报部门，
对该案

进行分析研判，
经过大数据比对分析，
确定两名犯罪嫌疑人户籍地均为福建
省莆田市。8月9日，
田口派出所组织
人员远赴福建省莆田市开展嫌疑人抓
捕工作。通过与当地警方的配合，
利
用掌握的信息线索，
办案民警不畏酷
暑，
通过三天的摸排、
蹲守，
成功抓获该
两名电信诈骗嫌疑人。经突审，
该二
人系贩卖银行卡人员，
通过嫌疑人交
代的线索，
民警不辞辛苦，
通过近一个
月的努力，
再次抓获收购、
贩卖银行卡
的犯罪嫌疑人6人，
并成功抓获收买银
行卡头目翁某。至此，
一个以收购、
贩
卖银行卡的犯罪团伙被成功打掉。
强有力的打击，有效的震慑犯
罪，
目前该八名犯罪嫌疑人已提请检
察院批准逮捕。下一步，
田口派出所

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继续对
其他涉案人员进行研判、抓捕，力争
为群众挽回更多的经济损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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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助力教育扶贫
温暖 90 名贫困孩子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卢怀涛
公益传递温暖，
助力教育扶贫，
9月15
日下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携旗下河南新华
物资集团到访郑州百年职校进行爱心捐赠，
为该校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送来了100个
书包、
100条毛巾和马克笔1000支，
以实际
行动助力百年职校教育精准扶贫。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裁马雪，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赵新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团委
书记、精神文明办副主任朱瑜，
郑州百年
职校副校长刘长香等，和受捐助的 90 多
名孩子一起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这些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和建档立卡户家庭的孩子”
。当天下午 3
时许，郑州百年职校副校长刘长香介绍
学校情况，并带领嘉宾参观了学校孩子
们的教室、
宿舍，
以及美工和绘画作品。
随后，与会嘉宾和受助学生一起观
看百年职校介绍片，困难家庭孩子们的
经历，
以及他们求学的渴望，
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深深打动了现场嘉宾。21 名受
助学生代表还走上讲台，朗诵了舒婷的
诗歌《这也是一切》，孩子们声情并茂的
朗诵赢得了阵阵掌声。
马雪、赵新杰等嘉宾向郑州百年职
校的 90 名受助学生，捐赠了图书，以及
100 个书包，100 条毛巾，马克笔 1000
支等爱心物资。
“希望你们珍惜在百年职校的时光，
珍
惜来之不易的免费学习机会，
勤奋努力锻
炼能力，
争取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淬
炼自己的品德，
发扬美德，
弘扬正能量，
去
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
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副总裁马雪这样勉励受助学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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