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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你以为这几天的升温
非常热了？你以为周五的雨水会给
天气退一下烧？你实际上等于犯了
两个错误，其一本周以来的升温过
程并不快速，日最高温度也一直在
30℃以下。其次，周五的雨水时间
短暂、降温有限，等在后面的是今年
首次高温天。从周日开始，包括郑州
在内的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的
35℃及以上的高温天。而这背后的
导演，是暖湿气流的“反攻”。

受又一股冷空气东移影响，从
10日开始气温出现下跌，在11日
或12日多地气温降至近期最低点，
不过日最高气温也基本在20℃左
右。与此同时，暖湿气流正在“北
征”，冷暖气流的交汇，有利于又一
场降水的生成。从11日至12日，也
就是周五到周六，我国江淮、江南一

带雨水再起，安徽、湖北等地都将出
现暴雨，我省南部和东部的雨势仍
较强。

从昨天夜里起这轮降水就开始
了。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雷阵雨，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漯
河、周口五地区和商丘东部部分地
区有中到大雨，信阳地区局部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2日，东南部的阵雨停止转多
云，其它地区多云转晴天；傍晚到夜
里，安阳、鹤壁、濮阳三地区部分地
区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随着这轮由南到北降水的结
束，暖湿气流将开始强势反攻，露出

“酷热”的本来面目，我国北方气温
将再度进入快速回升通道，从13日
也就是周日开始，到15日，也就是
下周二，我国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
最热的几天。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尤其是华北平原以及西北地区东部
等地，最高气温将达30℃以上，河
北中南部、河南、山东北部等地的部
分地区甚至会出现35℃以上的高
温，开启“干热”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13-15日，郑
州或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这也就
意味着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都在
35℃及以上。而根据气象部门中
期预报，本周六郑州的日最高气温
就将达到31℃，周日快速飙升至
35℃，下周一、周二或将出现
36℃的高温。下周三有望迎来一
场“及时雨”，不过日最高气温下降
幅度有限。

而根据气象业内人士说，目前
我省正处于入夏倒计时，出现这种
高温天气虽然有些突然，却在正常
范畴之内。高温，便是夏天的一个突
出标志。

周五的降水只是“幌子”连续的高温天才是“实锤”

下周部分地区开启“干热”模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张波 通讯员 张法祥

在延津县朱寨乡，有一
个村庄叫做石坟村，提起这
个有些特别的村名，当中还
有一番历史典故。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朝
开元年间，滑州灵昌〈今延
津〉人卢怀慎，在朝中任紫
微黄门平章事兼吏部尚书，
与姚崇并为国相，共辅朝
政。他为官清正廉洁，节俭
爱才。对待下属则奖罚分
明言而有信，深受唐玄宗信
赖。

卢怀慎一生勤俭，为官
期间，他将省吃俭用节余下
来的俸禄、财产，大多散发
给当地百姓和故友亲属，自
己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

当黄门侍郎，被派到洛阳当
主考官，随身行李只有一个
布囊。后来他升到黄门监
兼吏部尚书，一次生病卧
床，宋璟、卢从愿二人去探
望他，只见卢怀慎睡在一张
旧竹垫上，盖着单被，门窗
连竹帘也没有。卢宰相很
器重宋璟、卢从愿，留他二
人吃饭，菜上桌时，却只有
两碟蒸豆，几根青菜。

卢怀慎死后，后事由一
名老仆人操办。唐玄宗得
知后，下诏令当地官员为他
立碑修坟，坟中修有石人、
石马、石羊等，范围广大，石
雕群集，规模壮观，栩栩如
生。如今，石坟早已荡然无
存，但“石坟”的村名被人们
世代沿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市政工程实行工程质
量终身责任制；建立工程质量管理
信用档案，实施信用奖惩制度……
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河南又有新动
作——5月10日，记者从省政府法
制办获悉，《河南省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提
出市政工程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制，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
质量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省政府
住建部门应建立工程质量管理信用
档案，实施信用奖惩制度。按照征
求意见稿，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
设单位应当在工程明显部位设置永
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

名。
征求意见稿还对相关单位应该

负有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工程
质量责任主体的责任人对工程承担
终身责任。工程在设计寿命年限内
出现重大质量事故的，依法追究其
质量责任主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
付费用、未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对竣工验收进行监督的、未在明显
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的等行为，将
被处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
与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工程
建设的；未按投标合同约定配备相
应的人员；未取得经审查合格的工
程设计图纸，擅自施工的等。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未按合同约定配备相应的人
员；总监变更未到建设主管部门备
案的等。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建设、施
工、监理等单位未执行工程质量标
准化的，分别处以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预制构件、成品、半成品生产厂
家在生产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
格建筑材料的，处以3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检测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
合格情况，未及时报告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的；检测数据、结果弄虚
作假的。

河南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市政工程拟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

近日，经过第二届“河南最美
环保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初
审，从各地各部门推荐的164名推
介对象中选出了19名重点推介人，
5月11日起进行集中宣传公示，并
接受公众监督。

“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宣传推
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大环
资工委、省政协人资环委、省文
明办、省环保厅、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举
办，自2016年开始，每两年组织
一届，通过树立河南最美环保人
物典范，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环境保护、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扎

实推进美丽河南建设。
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

宣传推介活动自今年3月下旬启动
以来，各地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
向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推荐了164名
优秀人选，涵盖了社会各界25个行
业部门，他们在推动环境质量改
善、提升生态文明、美丽河南建设
中成绩突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组委会严格依照“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面向基层单位和普通
劳动者，注重挖掘群众典型和草根
英雄，重点推荐各行各业为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河南建设做
出突出贡献、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充分体现时代特色的先进个人。
据了解，在集中宣传公示的基

础上，5月下旬，组委会将召开终审
会议，选出10名“河南最美环保人
物”，宣传推介结果将在河南广播
电视台揭晓。（河南日报记者)

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
初审选出19名重点推介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 李震

本报讯 5月10日~12
日，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在上海举行，24家“响
当当”的品牌代表河南组
团亮相上海展览中心。其
中包括11家A股上市和5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据河南省发改委有关
人士介绍，这24家企业代
表了豫企中的两大类——
知名自主品牌企业和创新
型中小企业。知名自主品
牌企业有21家，其中又分
为多个领域，其中5家来自
装备产业领域，包括宇通
客车、森源集团、黄河旋
风、卫华集团、中原内配。
据介绍，装备产业是河南
省第一大产业，规模已突
破1.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
五位。

同样，双汇、好想你、
三全、众品、怀山堂5家企
业作为“食品豫军”的代表
参展。值得一提的是，食
品产业是河南两大万亿级
产业之一，产业规模已突
破1.2万亿。

10日下午，博览会现
场“云水清园·魅力河南”
主题演出吸引了参观者的
围观，太极拳、大宋民俗等

表演让参观者驻足。据介
绍，这些表演者均来自焦
作云台山和开封清明上河
园。作为河南文化旅游业
的代表，云台山、清明上河
园、龙门石窟、大宋官窑4
家企业参展。

此外，参展的仲景宛
西、羚锐属于医药行业，金
丹乳酸、瑞贝卡属于轻工
业企业代表。

而信大捷安、河南思
维、约克动漫、仕佳光子、
汉威科技、UU跑腿6家企
业作为河南企业的“科技
范儿”代表参展。其中创
新型中小企业有3家，分别
是信大捷安、河南思维、约
克动漫。

此次展会，河南参展
企业收获颇丰。众品食品
现场负责人王海涛告诉记
者：“我们与吉林一家食品
企业初步达成了共识，有
望在仓储和冷链物流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

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是我国自主品牌建设
的一次高规格盛会，展期
3天，600余家知名品牌
企业和100余家创新型中
小企业参展，博览会旨在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

24家豫企亮相上海
为河南品牌代言

如您对此《办法》有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6月8日前反馈至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法规处。
电子邮件地址：hnfzbjjfgc@126.com
邮寄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22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法规处。邮编：450018
传真：0371-69699063
也可点击“河南省法规规章征求意见系统”直接在线发表意见。

有建议，可以通过下面四种渠道提出

清正廉洁的卢怀慎

扫描二维码，可详细了解19名
重点推介人事迹

扫描二维码，可详细了解河南企业参加本次博览会的相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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