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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2日上午，
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央
厨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
会副主任张凤昌，河南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董事长、社长赵铁军
等七位领导同时按住屏幕上
的手印，这标志着大河爱学
堂正式上线。今后，河南学
子每天只需 1块钱，就可畅
享清华优质教育资源。

上线仪式当天，大河爱
学堂官方页面同步在大河网
（www.dahe.cn）与 河 南 学
子正式见面。无论城市的孩
子，还是农村的孩子，登录
大河网进入大河爱学堂官方
页面，就能享受清华提供的
优质课程。

大河爱学堂涵盖中小学
K12阶段的所有课程，通过
提炼知识点，以孩子的视角
创作脚本，用动漫的形式，
制作成 3 分钟左右的微电
影，让学习变得更有趣；拥
有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等全国 1000
多所学校的教学体系和课程
资源，自主研发中小学教学
平台及 3000 多节微课程、
200万道以上题库资源。

大河爱学堂不仅是学生
的好帮手，还是教师的好助
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
及进步的需求，云端调取清
华课程资源运用到教学过程
中，亦可利用大河爱学堂强
大的题库资源，根据现有教
学大纲要求，自由组合习题
卷，在线批改，精准跟踪和
数据分析，准确判断学生对
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
此来调整教育教学的方向和
目标。

张凤昌在致辞中表示，
“大河爱学堂”在线教育平
台正式上线，是对双方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贯彻落
实，也是把爱学堂投资数亿
元制作的精品课程与智能教
学平台快速引入河南向前迈
出的一大步。希望清华知识
能够在河南省得到传播，清
华知识育人理念得到传承，
为河南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打下坚实的基础！

赵铁军在致辞中说，大
河爱学堂的成立，将优质教
育资源通过互联网传递到河
南广袤的大地上，是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清华大
学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的实
际行动，是我们全面深化合
作的开始。今后，我们将继
续深化慕华教育与报业集团
的合作，加快从线上合作到
线下合作延伸，实现“线上
线下齐结果”。

4月6日上午，河南省人
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北京签
署《省校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指出，发挥清华大学大
规模在线教育平台技术和资
源优势，支持与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等单位的合作。依托

“学堂在线”，引进优质在线
教育资源，建设“河南省在
线 教 育 课 程（MOOC）平
台”，引进优质课程资源，探
索区域健康可持续的教育资
源共享机制，提升河南学校
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为了深化省校合作，当
天下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就与清华大学慕华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清华大学在
线教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继豪车、飞机等
“大块头”之后，中欧班列(郑
州)运回一批文艺“小清新”。
昨日，记者从郑州国际陆港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
港公司)获悉，法国驻华大使
馆委托陆港公司运输第十二
届中法文化艺术节重点戏剧
项目《吝啬鬼》《2666》的布景
和道具，目前这批布景和道具
已经搭乘中欧班列(郑州)从
汉堡出发，预计6月21日抵
达郑州。

据悉，《吝啬鬼》布景和道
具装在两个集装箱内，已于6
月5日搭乘中欧班列(郑州)从
汉堡出发，预计6月21日抵

达郑州，6月24日送至上海大
剧院。《2666》的布景和道具
也于6月5日搭乘中欧班列
(郑州)从汉堡出发，预计6月
21日抵达郑州，之后将从郑
州转关到天津清关。

中法文化艺术节，又称
“中法文化之春”，开始于
2006年，旨在通过视觉艺术
和舞台艺术等形式全面推进
中法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中
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重
要文化交流活动。今年，“中
法文化之春”已举办至第十二
届，并将于5月6日至7月9
日在全国30座城市展开60
个项目，涉及视觉艺术、喜剧、
舞蹈、新媒体、电影、图书等多
个艺术门类。

在线教育最强“姻”

系出清华
“大河爱学堂”正式上线

驮着中法文化节演出道具

郑小欧运回“欧洲戏”

核心提示 | 一份“成绩单”让河南各地市正式迈入环境“月考”的节奏。虽然此前已有不少
各类排名，但这一次，却是考核排名，由排名所带来的奖罚，直接落在了实处。

昨日，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简称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发布河南
省2017年5月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考核排名结果通报（下简称通报），这也是其首次公布我省各
地市环境指数的月考核排名。通报从大气污染防治、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及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方面对全省各省辖市、直管县及省辖市所辖各县（市、区）进行了排名，分别给予奖罚。

在各项环境质量指数排名
的背后，也透露出了全省各地
落实环境治理工作的差异。在
对今年5月的“环保成绩”进行
排名外，通报还对在各地发现
的各种问题及先进做法进行了
分析。

其中，在能源结构调整方
面，通报提到排名靠前的商丘
市、永城市等市县已完成辖区产
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双替代”
（电代煤、气代煤）和城乡电网改

造工程20%的目标任务，已完成
辖区10蒸吨及以下锅炉30%拆
改进度要求。济源市、新蔡县等
市县洁净型煤能力建设进展较
快，茶浴锅炉、燃煤大灶、经营性
小煤炉等燃煤散烧设施设备取
缔任务已完成50%以上。

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面，
成绩较好的商丘、济源、长垣
县、汝州市等市县能够严格落
实工地开复工验收、“三员”管
理、扬尘预算管理制度，规模以

上施工工地在线监控监测设备
安装率及联网率位居全省前
列，城市清洁行动开展较好，建
筑垃圾运输车完成密闭改造和
动态监控。同时，排名靠后的
地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如濮阳市18条主要道路、高架
道路未实行机械化洒水，154辆
建筑垃圾运输车未实现动态监
控；郑州市1565个建筑市政拆
迁工地未落实开复工验收制度
等问题。

种瓜得瓜，排名的背后都有具体原因

今年4月，省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发布《河南省2017年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季度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在考核办
法中，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提
出要结合各地排名情况对涉事
地市进行奖罚。

基于此次在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的排名，省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办研究决定对省辖市重点工
作综合考评结果位居前3位的
济源、安阳、开封和永城市、固
始县给予全省通报表扬，并在
二季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考核
中给予3分的加分奖励。对重
点工作推进有力、考核排名有
较大提高的平顶山、商丘、焦
作、邓州市、鹿邑县、固始县6个
市县全省通报表扬，并在二季

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考核中给
予1分的加分奖励。同时，对位
居后3位周口、三门峡、洛阳和
新蔡县、兰考县给予全省通报
批评，并在二季度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考核中给予3分的扣分
惩罚。在排名中，省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还对考核排名明显
倒退的新乡、许昌、漯河、驻马
店、汝州市、滑县、新蔡县等7个
市县提出警示，并在二季度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考核中给予1分
的扣分惩罚。

与此同时，基于水质及县
（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的结果，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也分别对排名占据两端位置及
变化较大的省辖市、直管县、县
（市、区）分别给予奖励或批评、

警示。
大河报记者查阅考核办法

获知，对于每月的排名情况，省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将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布。同时，根据季度
排名及年终排名情况，对于优秀
者，攻坚办也将通过给予不同额
度的环境污染防治资金等方式
进行奖励，而对落后者给予相应
的惩罚。其中，对年终考核环境
质量达不到目标要求的，将在省
委、省政府对各市（县）政府的生
态文明建设评价、市县经济等各
类考核中均给予不合格评价；在
下一年度扣减或不予安排环保
专项资金；对大气和水年终考核
均为最后一名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该市（县）政府主要领导
建议免职。

有的受表扬，有的却被通报批评、警示

排名前10名的县（市、区）为：
宁陵县、虞城县、夏邑县、民权县、
柘城县、睢县、新安县、汝阳县、栾
川县、嵩县。值得关注的是，排名
前十的县均为商丘、洛阳的，分别
占据6席和4席。

排名后10名的县（市、区）分别
为：郏县、凤泉区、安东新区、淇县、
鹤山区、北关区、内黄县、龙安区、
大新区、辉县。

全省首次月考核 各地环保指数公开“排排坐”

在结果通报中，环保部门
还对我省各地环境质量的变动
情况进行了细化统计。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对
比今年 4、5 两月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工作考核排名结果，省
辖市方面，济源、安阳、开封仍
居前3位，平顶山由第18位上
升至第8位，商丘由第14位上
升至第4位，焦作由第11位上
升至第5位，信阳由第13位上
升至第 7 位。周口、三门峡、

洛阳三市考核排名结果仍位
居靠后位次。此外，新乡由第
4位下降至第9位，许昌由第5
位下降至第13位，漯河由第6
位下降至第 14 位，驻马店由
第 7 位下降至第 15 位。直管
县市方面，永城市由第 3位上
升至第1位，邓州市由第10位
上升至第 6 位，鹿邑县由第 8
位上升至第 4位，固始县由第
5 位上升至第 2 位；兰考县仍
位居直管县（市）靠后位次。

此外，汝州市也由第 1位下降
至第 5 位，滑县由第 2 位下降
至第 7 位，新蔡县由第 6 位下
降至第9位。

在水质方面，对比去年同
期数据，多数市县地表水责任
目标断面水质有所改善，改善
幅度前3位的省辖市和前2位
的省直管县（市）为漯河市、鹤
壁市、郑州市，新蔡县、滑县。
但同时也有部分市县水质出现
恶化，需尽快改善。

环保“月考”亮出首份成绩单
有地方排名靠前受表扬 有地方排名退步被通报批评或警示
□记者 陈骏

在 18 个省辖市中，
济源、安阳、开封三市位
居前三，周口、三门峡、
洛阳三市排名靠后；

在 10 个直管县中，
永城市、固始县、长垣县
排名前三，巩义市、新蔡
县、兰考县则位居末尾。

在 18 个省辖市中，洛
阳、平顶山、南阳三市位居
前三，鹤壁、濮阳、三门峡市
排名靠后；

在10个直管县中，汝州
市、固始县、邓州市排名前
三，长垣县、鹿邑县、滑县排
名靠后。

大气污染防治 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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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