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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事发时正在作业的
23名工人已全被找到，但仍有
工人的家属还不知道亲人的
下落。来自孟州的杜小伟家
属，6月22日 19时许到达事
故现场，在厂区门口守候了几
个小时，一直无从获知杜小伟
的情况，随后他们在两家医院
间辗转，一直未能确认杜小伟
的情况。

来自洛阳宜阳县的冯娟
娟也在到处寻找父亲段安军
（音）的下落。她告诉记者，事
发后，施工队和中铝公司没有
人通知家属，听施工队中幸存
的同乡转告才知道亲人出了
事，冒着大雨赶来了，“路上我
不停给俺爹打电话，光听见彩
铃响，就是没人接”。辗转两
家医院后，经过多种努力，她
从医院的伤者中排除了父亲，

“是死是活我们都能接受，但
是得给一个准信，让我们见到
人啊！”泣不成声的冯娟娟告

诉记者，听幸存的工友说，她
的父亲在事发时可能进入了
槽体内作业，槽顶坠塌后被掩
埋。

对此，中铝公司的工作人
员解释说，进行拆除作业的是
外包单位，中铝方面并不掌握
工人的具体信息，而且寻找和
鉴别遗体需要时间，希望家属
们理解。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将先安顿家属们住下，并派专
人一对一处理善后事宜。

昨日下午，中铝公司新闻
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国家安监总局和河南省
安监局相关领域的专家已经
成立了调查组并进入现场，对
事故原因的调查和责任认定
工作已经展开。另外，上街区
政府也成立了多个工作组，分
别与工人家属对接，并协助展
开死者遗体的辨认工作，事故
的善后处理工作也在有序进
行。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王珏

本报讯“寻找河南最美
建筑”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中，您心中的最美建筑是哪一
栋？不妨拿起手机拍拍拍，投
给主办方为它“代言”吧。在
专业的建筑设计师眼中，怎样
的建筑是最美？昨日，记者采
访了一家设计公司，听他们讲
述设计之初的心路历程。

“最美的建筑，在每个人
的心中有不同的答案，但对于
一个设计团队来说，在自己的
手中细细琢磨出来，看着它一
点点成型，被每一个路过或者
进入的人认可，这样的建筑就
是最美的。”河南徐辉建筑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出
了自己的看法。

Art-Deco建筑风格诞生
于20世纪20年代，典雅、稳重是
这种风格的特点，纽约曼哈顿的
克莱斯勒大厦与帝国大厦是该
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建筑。河
南徐辉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在接到广地和顺中心设计要求
的时候，最终采取了这种风格。

“经过9个月的设计，一次次推
翻、修改、细化，形成了我们如今
看到的样子。”

广地和顺中心地处郑东新
区高铁商务区(HBD)和中央政
务区(CGD)核心位置，往来的市
民都可以看到它耸立的身姿。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
更多的则是考虑便民细节：办
公楼需要一个内部的院落来进
行交通组织，就将两栋楼尽量
南北拉开，留下45m的楼间距，
行车休闲各有余地；担心今后
停车位不足，设计团队就开发
双层地下车库；离家远的打工
白领们中午就餐困难，就给所
有人提供一个宽敞的白领餐
厅；厨房的油烟会污染办公环
境，设计师就用藏在壁柱中的
烟道把烟气引导到楼顶……

“不是我们不喜欢冒险，也
不是我们不敢创造，但我们最
终仍然选择一种成熟的方式来
实现最后的作品，因为这个作
品最需要的不是华丽，而是稳
重。”该设计公司负责人介绍
说，如今，这个建筑已落成，人
来人往，每当日暮落下，每个商
业壁柱的壁灯，刚好照亮整个
临街界面。“希望过往的人也能
看到设计者的用心。”

最美建筑投稿邮箱：
xcb@hnjs.edu.cn，活动方案
详见本报5月27日A09版

6月25日，由足力健老人
鞋连锁主办的首届“医药保
健品行业‘营销破局’创富会
暨足力健老人鞋连锁战略合
作伙伴招募”大会将在郑州市
红专路政七街河南泓元大酒
店举行，届时，医药保健品行
业精英将会聚一堂，纵论转型
与创新，共谋投资与机遇！行
业大咖深度剖析行业困境，全面
诠释营销破局，揭示行业营销秘
诀，揭秘医药保健品行业“破局
营销”及如何玩“赚”老年市场。

目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老
龄化人口已达2.1亿，老人鞋
行业迎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2025年将超过3亿。足力健
老人鞋迅速瞄准老年市场，精
准定位，专做老人鞋，5年成

军，跃然成为国内老人鞋行业
的领导者，独领风骚。

足力健老人鞋在研究年
纪增长与脚变形、年纪增长与
摔跤关系的数据基础上，发现
上了年纪，老人脚部常见8大
问题，普通鞋子已不能满足老
年人的选鞋需求，穿根据老年人
脚型专业设计的、舒适安全的老
人鞋是老人群体的强需求。

在我国，每年有20%的老
年人发生过跌倒，跌倒的发生
率与年龄呈正比，70岁以上者
占 25%，75岁以上则上升到
35%；每一款足力健老人鞋以
舒适为基础，在安全性能上更
升华，集安全与舒适为一体，
解决老年人穿鞋难题及摔跤
难题，成为每一位老年人必不
可少的专业鞋。（G）

□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昨日上午，全省政
法系统爱民实践服务承诺新闻
发布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现场发布了
40项爱民实践服务承诺事项，包
括29项户籍业务实施网上办理、
驾照考试自主预约、开通诉讼服
务热线、实现网上立案等。

【法院】启动“互联网+司法
便民”计划，实现网上立案

省高级人民法院爱民实践
服务承诺事项12项，从公布之日
起正式实施。包括加强诉讼服
务中心建设、启动“互联网+司法
便民”行动计划、全面推行小额
诉讼制度、深化农民工讨薪维权
及“三留守”人员维权等系列活
动。

其中，启动“互联网+司法便
民”行动计划，主要是为了让群
众诉讼更便捷，将拓展河南法院
诉讼服务网，开通12368诉讼服
务热线，实现网上立案、网上递
交案件诉讼材料和网上查询案
件节点信息。

【检察院】为我省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护航”

省检察院2016年爱民实践
服务承诺的具体内容10项，包括
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加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继续开展送法“五进”活
动、妥善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案
件、加强环保食品安全领域法律
监督等。

【司法】每月10日为监狱长
“公开日”

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

长弋振立公布2016年爱民实践
服务承诺8件实事，包括升级改
造“12348”法律援助专线、扩大
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建立公证办
证绿色通道等。对涉及残疾人、
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特殊困难群
体的司法鉴定事项，减收不低于
法定标准20%的费用；推进狱所
务公开，完善监狱长、强制隔离
戒毒所长接待日制度，每月10日
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咨询。

【公安】7月1日起，驾驶人
考试自主预约

河南公安改革第二批惠民举
措，包括29项户籍业务实行网上
办理、依法办理无户口人员户籍
登记、推行户籍办理延时预约服
务、7月1日起实行网上缴纳交通
违法罚款、推行驾驶人考试自主
预约等。详细报道请查阅大河
报6月20日A04版。

“中铝河南分公司工地发生坠塌事故”追踪

遇难工人升至11名
专家组已展开事故原因调查

□记者 杨柳漪 文图

本报讯 日前，由大河报
社风尚事业部携手大商郑州
地区集团、河南省潮童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和河南新维思广
告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2016
大商杯“大河潮童”选拔赛在
郑州完美收官。此次活动自6
月1日开幕以来，受到了全省
众多家庭的追捧，前来报名的
潮童家长络绎不绝，截至比赛
结束，已逾190个家庭报名参
加活动，更有百余家庭来到活
动现场支持比赛，堪称中原时
尚界的一大盛事，也是潮童选
拔赛中极具影响力与创新力
的一次活动。

此次活动共有125位小潮
童参加比赛，活力四射的小潮

童各显神通，将自己的才能发
挥得淋漓尽致，最后，十位才
艺俱佳的“大河潮童”脱颖而
出。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但
这次比赛为潮童们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也为家长
提供了一次发现宝贝潜能的
机会，此次获奖的小潮童可以
获得上《大河风尚》封面的机
会，同时组委会还将推荐小潮
童参加北京国际时装周、上海
时装周和中原国际潮童节等
众多国际性展示平台，推动河
南省少儿艺术市场发展，向世
界展示河南省少年儿童健康
向上和自信活泼的精神风
貌。在此，也请各位家长持续
关注大河报社风尚事业部推
出的亲子活动，祝愿每一位小
潮童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网上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网上立案、驾照考试自主预约……

一大波便民服务来袭

□记者 丁丰林 文 张琮 摄影

本报讯 截至昨日13时，发生在郑州上街区的河南中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氧化铝沉降槽坠塌事故（早
前报道见大河报6月23日A04版），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经过一夜的搜救，5名失踪人员已全部找
到，其中4人遇难。至此遇难人数升至11人，2名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昨日下午，国家安监总局和河南
省安监局的相关专家已经进入现场，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和责任认定工作也已展开。

6月22日16时50分，河南中
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子公
司）在对氧化铝厂区四号沉降槽进
行拆除的过程中，发生槽顶坠塌事
故，当时有23名工人作业。23时，
中铝公司发布的第一次情况通报
称，有7人死亡，8人受伤，另有5
人失踪。

在搜救过程中，河南省副省长
张维宁、中铝公司董事长葛红林、河
南省安监局副局长郝敬红赶到现场
指导救援并部署相关工作。郑州市
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接到指派后携带
生命探测仪，并出动了搜救犬中队
进入现场搜救。

昨日7时30分许，中铝公司发
布第二次情况通报，5名失踪工人
中，已经找到3人，均已遇难。昨
日下午，中铝公司发布第三次情况
通报称，截至昨日13时，5名失踪
工人已全部找到，其中4人遇难，
一名工人在事发后回到家里，已联
系上。至此，该事故已造成11人
死亡，8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6人
轻伤，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6月 22日晚，记者从上街区
120指挥中心了解到，事故中的8名
伤者分别被送往上街区人民医院和
上街区职工医院（郑州市第十五人
民医院）救治，记者昨日凌晨分别赶
到两家医院采访，受伤工人的病房
门前均有民警把守，记者未被允许
入内，一旁守候的伤者亲属也不清
楚亲人的伤情。上街区职工医院的
一位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事
故中的两名重伤员，一人伤在脑部，
医院已给他做了开颅手术，另一人
胸腔伤情严重，多脏器有伤，还有多
个部位骨折。两人均未脱离生命危
险。

设计师眼中的“最美”

2016大商杯“大河潮童”选拔赛收官

足力健老人鞋连锁全国50席战略合作伙伴
招募大会明日于郑举行

5名失踪工人，
4人遇难，1人事发后回家

多名家属无亲人音讯？
中铝：专人一对一处理善后事宜

消防官兵出动4只搜救犬，寻找被埋的失踪工人

“寻找河南最美建筑”活动系列报道“寻找河南最美建筑”活动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