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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龙卷风把汽车像
玩具一样抛到半空，大海啸无情地吞没了城
市和建筑……近百位气象爱好者和媒体记者
连连惊呼。幸好，这只是在超大环幕 4D电影
院里展示的场景。6月 13日，省气象局和省
新闻出版局共同举办了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
科普活动。

在郑州气象科普体验馆，逼真的 4D 电
影、仿真地震、天气预报模拟、泥石流剧场等，
借助声、光、电高科技手段的完美结合和有趣
互动，让体验者身临其境，充分感受了自然现
象的万千变化。

亿万年来，地球上的气候在不断变化，我
省的气候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省气候中心副主任王纪军说，受全球变
暖的影响，近 50 年来，我省的年平均气温上
升了 0.75℃，冬季呈逐渐缩短的趋势，平均每
10年缩短近 1.2天。

在当天举办的科普讲座上，气象专家介
绍说，简单的生活就是对地球最好的爱护。
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冰箱开门
的次数、用节能灯代替白炽灯照明等。

据了解，2014年暑假期间，郑州气象科普
体验馆将开展大型气象科普公益活动，届时将
免费对公众开放，活动形式和内容可通过该馆
的官方网站（www.zzqxkpg.com）查询。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记者 6
月 16日从省人社厅获悉，自今年 1
月 1日起，我省工伤保险伤残津贴、
供养亲属抚恤金和生活护理费标
准再次上调，增发金额将在 8月 31
日前发放。这是我省继 2005年以
来第 10次调整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据介绍，此次调整的对象包括
本省行政区域内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享受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伤人员或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享受本
次待遇调整的人员不仅涵盖了企
业单位工伤职工，而且包含按规定
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的事业单
位工伤人员。具体调整方案为：一
级至六级伤残人员，每人每月伤残
津贴分别上调为 200 元、190 元、
180 元、170 元、160 元、140 元。生

活护理费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
部分不能自理、部分不能自理三个
标准，分别每人每月增加 130 元、
110元、9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在
配偶方面，每人每月增加 110 元，
其他亲属每人每月增加 90 元，孤
寡老人或者孤儿在此基础上每人
每月增加 20元。

在上述待遇调整基础上继续
对 1996年 10月 1日之前发生工伤
的人员予以倾斜，每人每月分别增
加 10元。同时，对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和供养亲属抚恤金设定最
低待遇调整标准，即：伤残津贴每
人每月不得低于 1380 元；生活护
理 费 每 人 每 月 分 别 为 1200 元 、
1000元和 8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
配偶每人每月不得低于 1000 元，
其他亲属每人每月 800元。③9

本报讯（记者栾 姗）6月16日，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银行
联合推出的“组合贷”业务开闸，市
民购房最高可申请70万元贷款。

郑州是全省首个推出“组合
贷”业务的试点城市，已有 100 多
个楼盘开展此项业务。当天，记者
在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
务大厅采访时发现，并没有购房人
成功申请此项贷款业务。

“公积金利率低，最高只能贷
款 45万元；商业贷款额度高，利率
点数太高。组合贷最大的好处是，
当购房人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时，
可以用商业贷款交齐剩余房款，节
省购房成本。”郑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信贷管理处处长陈建功说。

对于“组合贷”政策实施首日
的“冷场”。陈建功表示，这可能与
新政策还处于“消化期”有关。“申
请需要准备不少资料，部分市民刚
开始咨询、准备材料，之后才可能
来贷款中心申请。”

“申请‘组合贷’的银行网点太
少了，只有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3
个网点。”郑州市民薛豫川说，他购
买的楼盘只接受中信银行和工商银
行贷款，就用不成“组合贷”业务。

目前，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公积金中心仅跟这两家银行
有合作。“欢迎其他的商业银行也
来加入‘组合贷’业务，公积金中心
将逐步合作到所有的商业银行。”
陈建功说。③11

本报讯（记者宋 敏）省政府金
融办日前召开会议，对 2011 年至
2012年全省优秀金融生态省辖市
和优秀金融生态县（市）进行授牌。
同时，总结了近年来全省金融生态
环境建设的工作经验，提出要充分
运用评价成果，健全激励惩戒机制。

去年下半年，省金融办会同一
行三局（即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河南银监局、河南证监局、河南
保监局）对全省 18个省辖市和 108
个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进行了综合评价，评出优秀省辖市
6 个，良好省辖市 10 个，一般省辖
市 2 个；优秀县（市）3 个，良好县

（市）63个，一般县（市）14个。
据悉，省金融办会同一行三局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对优秀金
融生态市县实施激励，对一般金融
生态市县开展帮扶。例如，优秀金
融生态市县将在支农再贷款、金融
机构分支机构增设等方面获得政策
倾斜和优先支持。

“下一步，将逐步建立激励、惩
戒机制，使优秀市县受到激励，得
到实惠；较差市县受到惩戒，付出
代价，促使各级政府加大对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的投入，推动金融生态
环境优化升级。”省金融办主任孙
新雷说。③10

本报讯 （记者董 娉）6 月 16
日 18时许，由东航执行的郑州—上
海—马尼拉直飞航线首个航班从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起飞。今后，河
南人去菲律宾玩海沙、吃椰子有了
直通航班，不必再绕道北京等地。

据悉，东航郑州—上海—马尼
拉直飞航线的航班由A320机型执
飞，每日执行一班往返，中途经停

上海。此外，今年暑期，郑州机场
还陆续开通一批新航线，具体为：6
月 8 日起，新增郑州至贵阳、郑州
至天津的航班；7月 1日起，新增郑
州至丽江、郑州至兰州的航班；7
月 2 日起，将新增郑州至拉萨（经
停昆明）的航班；8 月 6 日起，新增
郑州至银川、郑州至西宁、郑州至
宁波的航班。③6

本报讯 （记者宋 敏）“在夏季持续高
温天气来临时，河南电网仍将面临严峻挑
战。”6月 16日，在省电力公司举行的 2014
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现场，省电力公司总
经理助理李文启说。

对此，李文启呼吁，电力已成为居民生
活必需品，变电站等电力设施的建设改造
能为广大居民带来切实实惠。希望社会各
界能够为电力设施的建设营造良好的环
境，早日解决部分区域用电紧张现状。同
时，工业、商业用户能配合电力公司有序用
电的执行，在高温持续天气、高峰用电时段
合理安排生产工期，错峰、错时用电，优先
保障居民用电需求。

郑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刘祖喜则建
议，广大居民要合理使用家用电器，节约用
电、安全用电。例如，电冰箱存放食物要适
量，冬季将调温旋钮调至“1”，夏天调至

“4”，这样可减少冰箱启动次数；当冷冻室
霜层达到 4毫米至 6毫米时要除霜，否则要
比正常制冷多消耗三分之一电量。③7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3月 1日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我省市场主体快速发
展。6月 16日，最新统计显示，3月 1日至 5月
31 日，我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23.6 万户，占全
国总户数的 7%，位列广东、江苏之后，排名全
国第 3位、中部六省第 1位，同比增长 29.2%；
新登记市场主体的资本总额达 3081.88亿元，
占全国的 4.8%，排名全国第 6位、中部六省第
1位，同比增长 155.4%。

我省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单体规模明显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
升。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的户均资本额达
130.3万元。其中，新登记的企业户均资本额

达 513.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3%。二是
私营企业地位突出，民间资本投资活跃。新
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 17.8万
户，同比增长 17.3%；农民专业合作社 0.9 万
户，同比增长 11.1%；新登记的各类企业中，
私营企业 4.7万户，同比增长 113.3%；公司制
企业 4.6 万户，同比增长 115.1%。三是资本
结构较为合理，投资创业审慎理性。新登记
企业中，认缴资本在 1亿元以上的有 334户，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有 6878 户，100 万元至
1000万元的有 2.4万户，3万元至 100万元的
有 1.5万户，3万元以下的有 362户，1元公司
仅 7户。③7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康安成）6月 16日下午，一架“运五”
飞机圆满完成当天的“飞播”任务
后，顺利降落在郑州市上街机场。
随后，飞播造林将在全省全面铺开。

据介绍，今年全省飞机播种造
林面积为 22.3312 万亩，涉及 8 个
省辖市的 14 个县市区、502 个播
带。预计“飞播”总用种量将达
18.767万斤。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飞播站站
长霍宝民说，今年飞播造林的最大
亮点，是首次全部采用 ARCGIS软

件做飞播作业设计。“相较在纸质
地形图上量点划播区范围的传统
方法，这种在电脑上用软件做图的
信息化应用，直接关联到飞机上的
GPS导航，使‘飞播’能像发射导弹
一样精准，大大提高了飞播造林的
工作效率和精准度。”他说。

此外，为改变我省长期以来造
林绿化树种单一的现状，今年飞播
造 林 更 注 重 树 种 的 多 样 性 ，在
2013年实验飞播五角枫等阔叶树
种成功之后，今年又首次实验飞播
了栾树等阔叶树种。③9

6月 16日，在位于魏庄西路与紫东路交
叉口东北角的郑州五里堡 110 千伏变电站
输变电工程现场，郑州供电公司检修施工人
员正在切割导线、调试设备。该工程预计 6
月底前投运送电，新增变电容量 126 兆伏
安，辐射供电面积近 3 平方公里，将有效缓
解该片区的供电压力。

这是河南电网备战迎峰度夏的一个缩
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省夏季用电负荷
连续多年创出新高，这就像一场考试检阅着
河南电网的承载力。今年我省的供电形势
如何？导致停供、限供电现象的因素都有哪
些？省电力公司采取了哪些保供电措施？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形势：
整体平衡 局部紧张

进入 5月下旬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就
已经开始出现高温天气，用电量大幅攀升。
面对“烧烤”天气的到来，省电力公司决定从
6月 15日开始进入电网迎峰度夏时期。

从总体来看，河南电网呈现“整体平衡、
备用不足、局部紧张”的形势。今年迎峰度
夏期间，预计我省电网用电负荷将达到 5150
万千瓦，而省网最大供电能力约为 5200 万

千瓦，备用容量只有 50万千瓦，供电形势不
容乐观。

其中，南阳、驻马店、周口三市高峰时段
分别存在 70万千瓦、20万千瓦、17万千瓦供
电缺口，郑州、平顶山等 9市备用容量不足，
或将出现限电甚至停电情况。

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文启分析，今
年度夏期间，河南电网最大负荷主要是降温
负荷，将达到 1700 万千瓦，较去年增加 150
万千瓦，占比 33%。

难题：
大河有水 小河不满

常言道，“大河有水小河满”，但这句话
对我省电网目前供电形势而言并不成立。
受部分居民阻挠施工和变电站选址难等因
素影响，全省规划建设的城市变电站“难落
地”，这将导致部分区域存在供电缺口和供
电“卡脖子”现象。

以郑州为例，市区三环内“十一五”以来
规划的 13座变电站，年年列入计划，年年安
排资金，但受“落地难”限制均未按期顺利推
进。截至目前，这 13座变电站中仅有 2座能
够在夏季用电高峰前投入运行，而大部分变
电站则因各种原因无法开工或投入使用。

今年迎峰度夏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是，按
照规定，我省不能完成脱硝改造的机组将停

止运行。今年度夏前，我省受此影响的发电
机组有 20 座电厂的 43 台机组，发电容量达
955万千瓦，若这些机组因未完成脱硝改造
而在度夏期间停运，将会在高峰时段造成
900万千瓦供电缺口。

此外，受老旧居民小区配电设施标准低
限制和新建住宅配套费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影
响，城市居民小区供电问题也较为突出。

保障：
71项电网工程缓解供电难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
可靠供应，省电力公司进一步加快电网建设
步伐，将建成投运 110千伏及以上电网迎峰
度夏项目 71项。

其中，新建 500千伏信阳东、500千伏濮
阳东输变电工程，对 500 千伏周口变电站、
许昌 500千伏花都变电站进行扩建。目前，
500千伏信阳东、220千伏民权及 110千伏郑
州榆林等 46 项工程已成功投运，其他项目
正加快推进，力争在 7月 10日之前度夏工程
全部竣工投运。这些项目投运后，将解决许
昌、信阳、濮阳的缺电局面，有效缓解周口的
缺电局面。

目前，全省已组织抢修人员 4 万多名，
准备了 198 辆应急发电车，配足了抢修物
资。③6

我省再次上调工伤保险待遇

郑州“组合贷”开闸
办理首日“遇冷”

郑州机场暑期新增9条航线

我省对优秀金融生态市县实施激励
支农再贷款等方面将优先支持

我省电网迎峰度夏面临“大考”
71项电网工程缓解供电难

合理使用电器
安全节约用电

□本报记者 宋 敏 ▶▶链接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三个月来

我省新登记市场主体户数全国第三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实施 3 个月来，市场主体活力
大大激发，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 92.88 万
户，同比增长 74.47％，新增注册资本（金）
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倍。

这是记者 16日从工商总局了解到的。
在市场主体数量明显增长的同时，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创业热情高

涨。今年 3至 5月，新增企业中私营企业增
长显著，为 87.84 万户，同比增长 78.31％，
新增注册资本（金）3.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25倍。

工商总局副局长刘玉亭表示，从全国
范围看，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
力和社会创造力，成效显著。

全国新登记企业90多万户

▶▶相关

气象科普馆举办公益活动

气候变化 我们同关注

今年造林信息化应用提高

“飞播”能像发射导弹一样准

远距离拍照的摄影师也是鸟类的保护者。

6月 15日，河南省野生鸟类观察学会的
会员在郑州中牟雁鸣湖附近发现一窝野生
金眶鸻正在孵化雏鸟，在有效保护的情况
下，记者和他们一起见证了雏鸟诞生的过
程：一对老鸟在 5 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轮换
孵化，使一窝 4 个鸟蛋 3 个雏鸟破壳而出，
然后随着母鸟蹒跚地走向湿地。

金眶鸻是一种如麻雀般大小的小型鸻
科鸟，栖息于开阔平原和低丘地带的湖泊、
河流岸边的沼泽、草地和农田及沙洲。这
种鸟繁殖期在 5～7月，年产一窝，每窝产卵
3～5枚，孵化期 25天左右，出壳不久即能行
走，不到一个月就会随母鸟飞行。⑤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孵化出的第一个幼鸟依偎在母亲身边。

雁鸣湖畔
见证雏鸟诞生本报讯（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张锐鑫）记

者 6月 16日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由该公司牵头实施的“高速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轴承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
日前顺利通过验收，样品各项指标达到甚至
超越进口同类产品水平，这标志着该企业在
全国率先攻破了高铁轴承关键技术。

2011年，作为全国轴承行业唯一由国家
级研究所转制而成的轴研科技扛起了高铁轴
承研发的“大梁”。3 年来，轴研科技在我国
高速铁路轴承研究上首次实现产学研用结
合，联合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等 13家企业和高校，在智能轴承监测与故障
诊断系统方面实现创新，申请专利 22 件，开
发了时速 250公里以上高速铁路轴承及时速
100公里以上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承。

为了让成果迅速产业化，轴研科技决定斥
资 1.61亿元，建设我国首个高铁轴承产业化示
范线——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
设项目。项目预计 2015年 6月底前建成，达产
后将形成年产6万套轴承的生产能力。③11

洛阳扛起高铁轴承
国产化“大梁”

6月14日，宁陵县刘楼乡粮油收购有限公司职工正在对夏粮除尘除
渣准备入库。今年夏粮收购，该县农发行工作人员深入辖区 23个收购
点，核定预收夏粮资金15亿元，已投放收购贷款2亿元。⑤3吕忠箱 摄

刚出生的幼鸟跟母亲学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