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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本报以《被刺
中胸口，仍对小偷穷追不舍》为
题报道了在东莞打工的河南新
野籍青年宋守印见义勇为抓小
偷身负重伤不畏惧的事迹。见
报当日，河南和广东两地读者纷
纷点赞，称“河南人，好样的!”昨
天下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负
责人表示，拿出1万元对其进行
奖励。

昨天一大早，有读者打来电
话说，他看了报道，宋守印听到“抓
贼”，就冒雨挺身追贼，并在胸口被
刺的情况下，依然穷追不舍，迫使

窃贼丢下两部手机，保住了失主
的财产不受损失，他被宋守印见
义勇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广东读者香香通过微信告
诉记者，周边的人都在谈论宋守
印的英雄壮举，他的精神值得广
东人学习，同时她呼吁每个人都
应该像宋守印一样，遇到窃贼，
穷追猛打，才能震慑犯罪，弘扬
正气。

昨天下午，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负责人说，宋守印面对歹徒
行窃，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满
腔的热血，捍卫了一座城市的正

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正能
量，为家乡增添了荣耀。为此，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
大河报，奖励宋守印10000元正
能量奖金。

“这份奖励，代表一份敬意、
一份鼓励，希望能够唤醒社会上
更多的正气。”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负责人表示。

昨天下午，当记者将这一消
息告诉了宋守印，他不停地说谢
谢阿里公益，谢谢大河报，他将
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出院再立新
功，回报社会。

□记者 李世顶

本报讯 昨日，中原证券(在
香港以中州证券名义开展业务，
股票代码：01375.HK) 以 4.02
港元开盘，收盘价为4.12港元，
较 10 月 24 日收盘价上涨了
3.26%。这已是中原证券连续6
个交易日持续上涨。

记者注意到，中原证券股价

连续上涨，与其近期不断公告的
利好有很大关系。10月14日该
公司曾公告其9月份经营业绩，
其当月净利润折合利润总额
1.33亿元左右，相比8月份环比
大增180.56%，而其8月份利润
又比7月份环比增长25.3%，已
连续两个月环比增长，经营状况
持续向好。

10月24日中原证券又发布

公告，其拟将2016年上半年度
分红时间，由之前的11月11日
左右，提前至10月28日左右，凸
显了其一贯厚待投资者的理念。

此外，中原证券经营风格稳
健，一贯坚持“风险控制严而又
严”，对各业务线都设置了严格
的风控合规标准，为业务发展保
驾护航，有力地保障了其持续稳
健发展。

□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老板们”请注意，省科技厅
又来发“福利”了。昨日上午，
河南省科技金融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省科
技厅与6家银行签订合作协
议，未来3年，将累计向科技型
中小企业提供170亿元“科技
贷”业务授信支持，缓解科技
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昨日，签约仪式上，省科
技厅与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建设银
行河南省分行、中信银行郑州

分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6家
“科技贷”合作银行，签署了科
技金融战略合作协议。这6家
银行计划未来3年内，累计向
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170亿
元“科技贷”业务授信支持。

按照“科技贷”业务目标，
将力争在两年内建立覆盖全
省的“科技贷”业务合作和管
理服务体系。合作银行年度
发放贷款20亿元以上，引导
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0家左右，贷款年损失率
控制在5%以下，切实解决轻
资产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
题。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冬春季节干燥的
气候特点，也使其成为火灾的
高发期。记者从省林业厅、省
气 象 局 联 合 召 开 的
2016-2017年冬春季森林火
险形势会商会上了解到，今冬
我省各主要林区降水量偏少，
大风日数偏多，明春降水整体
偏少。基于此，我省森林高火
险日数较常年偏多，森林火险
等级高。

根据我省自然区域特征，
以及“十三五”期间林业规划，
我省将被划分为太行山地生
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桐柏
大别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
养区和沿黄生态涵养带、南水
北调中线生态走廊和沿淮生

态保育带，形成“四区三带”的
区域生态网络。其中三大山
区的林业资源最为密集，生物
多样性也较为繁多。

与会专家全面分析了气
温、降水、风等各种影响冬春
季森林火险形势的气象因子，
参考全国气候趋势预测意见，
结合我省森林植被、林下可燃
物、火源管控、工作因素等特
点，一致认为今冬明春全省森
林防火形势严峻。

根据分析，今冬各主要林
区降水量偏少、气温接近常
年，冷空气过程较为频繁，大
风日数偏多；明春气温较常年
偏高 0℃-1℃，降水整体偏
少。森林高火险日数较常年
偏多，森林火险等级高，森林
防火形势严峻。

《被刺中胸口，仍对小偷穷追不舍》新闻后续

“天天正能量”奖励宋守印1万元
□记者 郭启朝 通讯员 吴亚成

中原证券股价持续稳定上涨

10月30日起郑州机场执行2016冬春航季客运航班计划

周航班量将达到3858架次
□记者 刘江浩 梁新翠

本报讯 习惯乘飞机出行的市民要注意啦！昨日，河南机场集团召开发布会，公布郑州机场2016年
冬春航季客运航班换季计划：该计划将于今年10月30日正式执行，本航季内，郑州机场周计划执行航班
量预计将达到3858架次，同比增长17.4%，将创历史新高，计划新开通郑州至铜仁、凯里、乌兰察布、东
营、六盘水、泸州等城市航班。

省科技厅当“保人”,6家银行放款
170亿元“科技贷”
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

今冬我省风多降水少
森林防火形势严峻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公益联合大河报在内的全国一百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公益
项目。旨在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自2013年7月项目成立至今，天天正能量已累计开展正能量
评奖164期，开展公益活动几十个，覆盖教育、环保、人文等多个领域，投入正能量公益金2600多万
元，奖励正能量人物2700余人。

近年来河南好人层出不穷，河南也是获得天天正能量奖励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在天天正能量
所有奖励案例中，河南好人已达160多例，抚养弃婴17年的洛阳贫寒夫妻常大平、焦凤莲，患癌两年
坚守岗位的安阳救助站站长许帅，“捡”个聋儿抚养4年的25岁小伙韩江涛，卖菜割草攒万元给留守
儿童买书的周口好大娘苏秀英等，均曾获得天天正能量的关注和奖励。

15家航空公司增加航班量并新增航线

郑州机场运营定期航线的
航空公司有40家，其中在此次
冬春航季客运航班中，就有15
家航空公司增加了周航班量，同
时新增或加密航线。

换季后，东上航新增青岛经
郑州至曼谷、郑州至银川、烟台
经郑州至昆明、上海经郑州至

克拉玛依航线；海航加密郑州
至广州、深圳、海口航线，新增
三亚经郑州至呼和浩特航线；
山东航空新增青岛经郑州至曼
谷、珠海经郑州至呼和浩特、厦
门经郑州至西宁、海口经郑州
至哈尔滨航线；国际航空新增
成都经郑州至乌兰察布、杭州

经郑州至乌兰察布、成都经郑
州至东营航线；川航计划新增成
都经郑州至温哥华、哈尔滨经郑
州至绵阳航线；加密郑州至昆明
航线；西部航空计划新开郑州至
贵阳、郑州至重庆、郑州至南宁
航线；加密郑州至泉州航线。

郑州机场过夜客机达到36架，8家航空公司首次入豫

过夜飞机的多少，是一个机
场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参考数据。
2016年冬春航季客运航班换季计
划中，40家航空公司向郑州机场
投放的过夜运力就达到36架。

郑州机场2016年冬春航季
客运航班换季计划中，将有8家
航空公司首次在郑州机场驻场
运营，为阿联酋航空、红土航、西

藏航、大连航空、扬子江航空、江
西航空等。

尽管开通的高铁越来越多，
但在中长距离（超过800公里）
以上的城市，航空地位依然优势
明显，此次的换季航班计划中体
现得非常明显，主要有：

郑州至昆明航线：换季后每
天计划执飞18班；海口航线：换

季后每天计划执飞18班；乌鲁
木齐航线：换季后每天计划执飞
13.5班；深圳航线：换季后每天
计划执飞13班；三亚航线：换季
后每天计划执飞13班；成都航
线：换季后每天计划执飞 11.5
班；重庆航线：换季后每天计划
执飞11班。

通讯员 李记超 曹楷

相关链接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10月24日，省民
政厅印发了《河南省行业协会
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为谁
来担任行业协会商会的负责
人，立下新规范，其中明确全
省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得
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
理退(离)休手续的公务员兼
任。

依据《办法》，全省行业协
会商会负责人是指担任理事
长（会长）、常务副理事长（常
务副会长，限一名）、副理事长
（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的人
员。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总
数限定为 5-13 人。在年龄
上，该《办法》规定，行业协会

商会负责人的年龄界限为70
周岁；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负责
人应当履行民主选举程序，通
过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或者
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举产生。

该《办法》明确，行业协会
商会的理事长（会长）、秘书长
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理事
长（会长）、秘书长。同时，理
事长（会长）和秘书长不得由
同一人兼任，并不得来自于同
一会员单位。全省行业协会
商会负责人不设置行政级别，
不得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
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公务员
兼任。

在年限上，全省行业协会
商会负责人每届任期最长不
得超过5年，连任不超过2届。

现职公务员不得担任
河南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