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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已经打响，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市地、直管县（市）向省政府递交了目标责任书。
目标责任书一式两份，省政府和提交单位各一份，今年12月30日前，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上报省政府并抄送省大气污
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考核按照《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办法》实施。这是各提交单位所立的“军令状”，大河报也
将一一为广大读者呈现。

□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牛静芳 杜永强

本报安阳讯 迎着立秋的爽气，
最实惠的车展——2016安阳首届大
河车展将在8月5日至7日隆重登陆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在为期3天的
车展上，主流品牌车型应有尽有，价
钱实惠，一步到位。从7月份开始，
车展展位就开始了招商。昨日，记者
从该车展组委会获悉，目前，部分好
的展位已经售罄。

安阳首届大河车展是由大河报
社主办，河南耕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

据了解，2016年 1-3月汽车销
售652万辆，同比增长6.0%。其中乘
用车销量566万辆，同比增长6.7%。

随着80、90后逐步走入社会，参
加工作，消费需求日益增强，将成为

我国消费的主力军。80、90后从小
物质生活丰富且多半为家庭独子，崇
尚个性，追求自由，乐于挑战新事
物。购车用车也是势在必得。

另据了解，安阳市每年结婚人数
在10万对左右。购买婚车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刚性需求。

“7月初我们才开始招商，到现在
仅仅十多天，展位已经几乎招商完
毕。”昨日上午，安阳首届大河车展组
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大河车展都是在郑州举
办，听说价位很是优惠，我们一直想
去大河车展买车，但是又太远了。现
在正好咱安阳要办大河车展，我们也
不用来回跑了，直接在家门口就能买
到优惠车了。”安阳市民宋女士表示。

据了解，受益于大河报车展强大
的人气和品牌号召力，目前多家汽车
4S店已经订了展位，如一帆吉利、威

佳上海大众、东风日产、北京现代、金
颐众泰、奇瑞汽车、安威荣威、路安长
城、正兴长城、正胜传奇等。

“我们也没想到展位订购这么火
爆顺利，为了回馈车商、优惠市民，我
们在车展现场专门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来提高市民们的购车及参与
热情，例如举办吃西瓜、喝啤酒大赛，
免费摸鱼节更是让人期待。另外，凡
是在车展上购车的人员，都可以进行
现金抽奖活动，每天5万元的奖金及
奖品，绝没空奖。”2016安阳首届大
河车展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方便安阳各县区的群
众购车，2016安阳首届大河车展组
委会专门在各县区开通免费大巴，定
时定点接送看车群众。

车 展 组 委 会 招 商 热 线 ：
0372-3981898 15137255678。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160余万件于1999年至
2016年期间销售的各型抽屉柜，昨
日起被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
简称宜家）召回。记者获悉，从即日
起，消费者可前往宜家各销售卖场办
理全额退款，或通过卖场、宜家官方
网站免费申领用于将抽屉柜固定于
墙面，解决安全隐患的工具包。

日前，经国家质检总局约谈，宜
家向国家质检总局提交了召回计划，
决定从2016年7月12日起在中国市
场上召回1999年至2016年期间销

售的马尔姆等系列抽屉柜。据悉，本
次召回共涉及多种规格的产品。据
该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受影响的
产品数量共计1660845件。据了解，
本次宜家召回相关家具的原因是本
次召回范围内的抽屉柜如果没有被
恰当地固定到墙上时，可能会发生因
柜子倾倒从而导致儿童死亡或受伤
的危险。

对于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产品，宜
家已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相关信息，
建议所有购买过宜家上述抽屉柜的
用户查看家中的抽屉柜是否已连接
在墙上，如果上墙连接件有丢失或有

疑问的，消费者可选择附近的宜家商
场免费获取；也可以拨打宜家中国顾
客服务热线400-800-2345，或点击
宜家中国官方网站（https://www.
ordersafetykit.com/ZH）填写在线
表格下订单，申领免费的上墙连接
件，宜家也表示可为有上墙困难的用
户提供免费上门安装的支持；或者将
家具退回宜家商场，获全额退款。

与此同时，质检总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检查家中的抽屉柜类产品，对可
能发生上述危险的产品，确认已经按
照产品安装说明或咨询经营者后将
其固定在墙上。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李玉坤

本报周口讯 中央
和省级拿出资金，不用
市、县、乡掏钱，2017年
前，我省计划在38个贫
困县建设664个村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昨
日，河南省“百县万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
范工程现场观摩会在周
口市沈丘县召开，这是
大河报记者从会上获得
的消息。

昨日，大河报记者
在刘楼行政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看到，这里新
建了楼房、搭建了戏
台，院子里设有健身器
材，楼房里建有农家书
屋、广播站。在文化活
动室，48岁的村民王海
乾正在挥毫泼墨，展示
他的书法。“以前农闲
时在村里打牌消磨时
光，现在可以重拾爱好
练练书法，而且笔墨纸
砚都免费使用。”老王高
兴地说。

在沈丘县，像刘楼
村这样的文化服务中心
目前已建成 4 家。其
中，槐店回族镇大王楼
行政村的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的场地，原本就是

一处废弃坑塘。
记者在这个文化服

务中心大院内看到，20
多名村民组成的瑜伽表
演队格外引人注目。“城
里人的爱好，如今也成
了我们村里人的‘新
宠’，每天练练瑜伽，感
觉身心都很放松。”村民
刘女士说。

在昨日的观摩活动
中，来自我省各市县的
100多名宣传文化系统
的人员，集中参观学习
了沈丘县的4所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

根据相关规划，“贫
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示范工程建设”最基础
的就是“七个一”标准，
即“一个简易舞台，一个
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
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
育器材，一个文化活动
室，一个文化活动广
场。”在具体建设中，全
部资金由中央和省级扶
持，不需要地方拿配套
资金。

包括沈丘县在内，
我省自今年4月份开建
百县万村示范工程项目
以来，至今已经完成50
个先期示范点的建设，
为建设示范工程积累了
经验、打下了基础。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连欣

本报讯 7 月 12
日，河南省司法厅公布
2016 年国家司法考试
报名情况数据分析，今
年全省参考人数创历史
新 高 ，报 名 人 数 为
32987个，自2002年实
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以
来首次进入“3万+”。

不过，司法考试也
与考公务员、考研等“考
试大军”类似，不怕千万
人阻挡，只要坚持到底。
记者获悉，今年缴纳报
名费的人数为 30586
个，这意味着有2401人
放弃了刚刚取得的考试
资格。

司法考试曾经也经
历“低潮”，如2010年至
2012 年 3 年连续“走
低”，到了 2013年开始

“回暖”，当年我省报名
人数达23436人，至今3
年间增加了近1万人。

从统计数据看到，
今年报考最大年龄 69

岁，最小年龄 17岁。若
两人均走入考场，将出
现“爷孙”同场竞技的场
面。记者采访河南省司
法厅国家司法考试处了
解到，司法考试对年龄
的规定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18岁以上
成年人，或者 16岁至
18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均
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此外，这份数据分
析也对考生的身份进行
了统计。从学历看，本科
生占绝对优势，其中本
科学历 23283 人，本科
在读4693人，占全部缴
费人数的90%以上；此
外，还包括法律专科及
硕士、博士等学历。博士
生参加司法考试共 24
人，算是“千里挑一”。

从报考者工作情况
分析，在公检法司、律师
等法律职业就职的“内
行”达 7760人，其他国
家机关及企业4708人，
无业14060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贫困村村民
有人练书法，有人练瑜伽

司法考试报名人数首破3万
最大的69岁，最小的17岁

安阳首届大河车展即将开幕

宜家昨起召回160余万件家居
不想大老远把柜子“驮回去”？消费者亦可免费申领固定工具

我省相关厅局向省政府递交今年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城市主干道积尘不超10克/平方米

根据交通厅提交的目标责任
书，10月底前，对未安装油气回收
装置或达不到治理标准要求的油
罐车，依法实施停业整改，拒不停
业整改的，依法进行查处直至吊
销道路运输证。交通厅将制定河

南省重污染天气道路施工扬尘控
制方案。7月底前，督促各地完成
道路施工停工和城市外道路扬尘
控制区域清单。

今年将推广智能交通管理，
实施营运车辆、城乡公交车辆油

改气工程。今年，新增公交、出
租、物流等营运车辆清洁能源使
用率分别达到70%、80%、60%以
上，单位周转量能耗较2010年下
降6.5%以上。

根据住建厅提交的目标责任
书，城市主干道路面积尘不得超
过10克/平方米，次干道和城乡接
合部路面积尘不得超过15克/平
方米。从8月30日起，所有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堆场扬尘治理必
须达到《河南省治理扬尘污染攻

坚战实施方案》规定标准，对不达
标露天堆场业主单位，依法依规
进行处罚。强化渣土车等物料运
输车辆治理，从7月10日起，责令
所有未取得营运资质的运输单
位，所有运营运输手续不全、达不
到密封运输标准、未安装实时在

线定位系统的车辆，一律不得从
事渣土等物料城区运输业务。

从明年开始，责令本行业监
管的未经监管的未经检验合格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开展施工作
业，施工单位不得使用不达标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

根据环保厅提交的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目标责任书，今年10
月底前，完成对全省6463家重点
涉气企业和2714家涉气“小散乱
差”企业的梳理分类、综合整治。
12月底前，完成所有涉气环保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
10月底前，督促完成1924台

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拆除
或清洁能源改造，完成非电行业
2801台燃煤锅炉提标治理。与此
同时，完成15家石油炼制、159家

石油化学、245家表面涂装、157
家包装印刷企业VOCs治理。

7月底前，督促各地、相关省
直部门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清单。9月底前，督促各地完成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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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交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70%以上

8月30日起依法处罚不达标露天堆场业主单位

今年年底前所有涉气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完成清理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