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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至 29 日，由省互联网
办公室主办，省政府新闻办官方微
博@精彩河南、新浪网新浪微博协
办的第十二届网上看河南网络名博
走进美丽河南采风活动圆满开展。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等官
方微博，北京、山东、广东等省（市）
网信部门负责人，和 18 名网络知名
博主，亲身体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
厚重与传承，感受中原大地工业支
撑、航空助力的腾飞愿景，让“美丽
河南”激扬网上好声音、正能量。

展现文化新风采
“‘万姓同根，万宗同源’，河南

是华夏儿女的心灵故乡，是炎黄子
孙的‘老家’。”在活动的“新媒体传
播正能量”论坛讲话中，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赵素萍希望大家此行多多
感知中原文化、河南日新月异的变
化，并提出：好的发展环境离不开好
的舆论生态环境，发挥新媒体作用，
让网上好声音传得开、传得响。

代 表 中 华 文 明 的 三 大 标 志
——最早的文字、最早的王朝和最

早的城市都发端于河南。河南是
全球华人的“老家”，百家姓中有 73
个姓氏发源于河南。一路上，采访
团成员赞叹不已：中华文明的发源
地，名不虚传！

北京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北
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巴松狼王
说：“三天不虚此行，具体感受就三
个词：一是后悔，后悔以前没来过
人杰地灵的大河南；二是眼馋，在
丰富的文化资源中享受精神大餐；
三是腿馋，真想把河南所有县市跑
个遍！期盼‘富裕、文明、平安、美
丽’河南早日建成！”

致力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河南各地积极探索创新
让丰富历史文化与现代元素相融
合。登封力求自然美、艺术美和精
神美交相辉映的《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开封继美轮美奂的《大宋·
东京梦华》后又推出大型多媒体歌
舞剧《千回大宋》……中国传媒大
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侯锷写道：“《千回大宋》，利
用现代多媒体科技手段，在舞台上
将宋文化的辉煌演绎到极致。开
封，让我怎么赞你好呢！”

传递发展正能量
郑州航空港是国内首个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
行区，以迅猛崛起、蓄势腾飞的姿
态集中展示着河南大力实施国家
三大战略规划的大手笔、大气魄。

参观过郑州航空港综合保税
区、富士康公司以及机场二期工程
后，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新闻
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许林赞叹
不已：“航空港的发展实在让人惊
讶！希望不久将来，这里的大产业
实现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变，成为
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幸福生活
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编委、评论部主任
曹林说：“郑州的发展对于其他城
市来说很有前瞻性。一个城市想
要有好的发展，就要先发制人，郑
州航空港的建设具有示范意义。”

“航空港潜力巨大，这样良好
的硬件设施，在全国都是可遇不可
求的，应抓住机遇加大发展力度，
河南也应有更多自源性航空经济
潜力可开拓。”加拿大环球华报报
业集团社论主笔@陶短房说。

传颂精神好榜样
6 月 29 日上午，采访团成员走

进兰考焦裕禄烈士纪念馆，拜谒焦
裕禄烈士墓，观看焦裕禄影像资
料，听焦裕禄养子张继焦介绍焦裕
禄事迹。

采访团成员@巴松狼王说：“上
学年代都是在课本上学习焦裕禄
精神，现在来到焦裕禄工作并奋
斗过的地方参观，非常有意义。”
不少采访团成员认为，焦裕禄精
神代表着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下，共产党人的大无畏与无私奉
献精神；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现在
同样呼唤英雄，呼唤着焦裕禄那样
一心为民、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
精神与情怀。

祝福美丽大中原
“网上看河南”采风活动已经

成功举办 12 届，成为全国网络宣传
的一张名片。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把全国有影响力的网络名人、名
博博主、知名官微负责人请到河
南，携手传播网络正能量。

三天采访中，18 位网络名博以

及@河南日报@大河网等媒体官博
以及@精彩河南等政务微博，及时
播报一路见闻及感受。@河南日报
更是在活动之初预热，推出【一句
话推介今日河南】活动微博，全程
播报活动趣闻和花絮，邀请网友参
与互动，氛围热烈。

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 @
田科武说：“河南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感触最深的是，河南上
下充满了抓住机遇推动发展的紧
迫感和危机感，制定了切合实际
的战略和规划，并以只争朝夕的
速度推进实施，让人看到了河南的
未来和希望。”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湖南江麓
报社高级摄影师@旷惠民一路拍不
停。他说：“以后一定继续为河南
发展建设贡献‘微博’之力，把‘绿
色、千古、禅意、发展’的河南介绍
给更多朋友。”

在 新 浪 微 博 上 ，以 # 网 络 名
博 走 进 美 丽 河 南 # 和 # 航 空 助 力
河 南 腾 飞 # 为 主 题 的 微 博 ，网 友
赞声不断。截至 6 月 30 日 19 时，
这 两 条 话 题 微 博 阅 读 量 已 近
2500 万。③6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6 月 30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年我省
面向农村学子的定向招生名额大
幅增加，全省共有 3746 个专项计
划本科招生名额，其中，贫困地区
专项计划 3396 个，地方农村专项
计划 350 个。

填报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志愿
的考生必须具有 26 个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县（包括秦巴山区 10 个县
和大别山区 16 个县）和 12 个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户籍和当地
高中 3 年学籍，已参加普通高校统
一考试报名，并通过了贫困地区
专项计划资格审定。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是我省今
年首次实行。这一计划中，我省

拟安排 350 个招生计划，招生院校
为我省在本科一批录取的省属地
方重点高校。如，河南大学计划
招生 100 人（理科 60 人，文科 40
人）；河南农业大学计划招生 20 人

（理科 10 人，文科 10 人）；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计划招生 31 人（理科
17 人，文科 14 人）。填报地方农村
专项计划本科批志愿的必须是已
参加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报名的农
村学生，考生类别为农村应届或
农村往届。

省招办表示，贫困地区专项计
划本科批和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
科批均单独设立批次，原则上执行
本科一批分数线，生源不足时适当
降分，直至完成招生计划。③12

本报讯 （记者谭 勇）6 月 30
日，全省建筑业改革发展暨扶持
骨干企业工作会议透露，今后，我
省无质量安全事故和拖欠农民工
工资行为的建筑业骨干企业三年
内不再参加动态考核。

我省是传统的建筑业大省。全
省建筑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1530
亿元跃升至2013年的7000多亿元，
年增速持续保持在25%以上。全省
建筑业从业人员达 650 万人，其中
83%来自农村，农民人均收入中的
25%来自建筑业。全省建筑业对
GDP 的贡献和从业人员数量在国
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第四位。

然而我省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

偏少，目前虽有特级企业 17 家，但
没有大型、特大型集团化公司，受人
才、技术和资金等限制，外出竞争大
项目的机会较少，带动力较低，企业
综合竞争力差距较大。为此，我省
共评选确定了 2013～2014 年度建
筑业骨干企业 100 家，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扶
持建筑业骨干企业发展的意见》，从
深化企业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加大
科技创新、建立人才队伍等方面扶
持我省建筑业骨干企业发展，包
括增项、升级不受限制、申报事项
直通车、无质量安全事故和拖欠
农民工工资行为的骨干企业三年
内不再参加动态考核等。③9

本报讯（记者郭 戈）6月30日，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为加快
推进“宽带中原”建设，该局与省
住建厅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加快
推进全省既有住宅区光纤化成片
改造，力争 3 年完成改造任务。

《通知》明确了我省光纤化成
片改造的总体目标，要求每年完
成 30%以上的既有住宅区改造，到
今年年底全省 8M 以上高速率宽
带用户占比力争超过 30%，2016
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全省既有住宅
区光纤到楼入户。

长期以来，我省的宽带发展水

平一直落后于全国。今年年初发
布的《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显
示，一季度全国固定宽带用户的平
均下载速率为 3.71Mbit/s，我省排
名全国第 22位，速率为 3.21Mbit/s。

针对在光纤到户改造中，部
分运营商面临协调难、进场难、入
户难等问题。《通知》强调，相关牵
头单位要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
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
务经营者的要求，各地住建部门要
及时纠正和查处人为阻挠光纤到
户改造、限制电信运营企业公平进
入等问题。③7

本报讯 （记者宋 敏）由省酒
业协会、腾讯大豫网、映象网等共
同 主 办 的 2014 第 14 届 中 国（郑
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将于 8
月 6 日至 8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这是 6 月 27 日记者从展
会主办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的。

据了解，第 14 届中国（郑州）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以“美好生
活、从食开始”为主题，共划分为
综合酒类区、国际红酒区、高端饮

料区等五个专业展区，预计将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 2 万余名专业经
销商、配送商到会参观采购。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强郑州
糖酒会的展会品牌知名度及影响
力，展会组委会还将举办首届中
国（郑州）酒模大赛。凡年龄在 18
至 26 周岁的青年女性均可登录大
豫网等相关网站报名参赛，决赛
定于 8 月 6 日糖酒会开幕当天进
行。最终，将选出一位成绩最优
者作为糖酒会形象大使。③12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赵丽娟）6 月 27 日，记者从在许昌
召开的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推进会暨骨干人员培训班上
获悉，在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
下，到“十二五”末，乡村学校少年
宫将覆盖全省所有农村乡镇中心
学校。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一脸
稚气的孩子们或弹琴跳舞，或写
字作画，这是 27 日上午，来自全省
各地的参会人员在许昌县张潘镇
一中、五女店二郎庙小学、小召乡

一中乡村学校少年宫里看到的情
景。在中央和省专项彩票公益金
的支持下，这样的乡村学校少年
宫，我省已经建成了 1082 所，各地
自筹资金建设了 2000 余所。

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郭守占
表示，我省未成年人近 2000 万，其
中近三分之二在农村，有相当一部
分是留守儿童。建设乡村学校少
年宫，是解决农村未成年人课外活
动场所不足、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生
活的大事，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
现教育公平的大事。③11

本报讯（记者王冠星）继去年我
省车用乙醇汽油升级为国四标准后，
车用柴油也将迈入“国四时代”。7月
1日起，我省开始推广使用国家第四
阶段标准车用柴油，成为继北京、上
海、广东、海南、江苏后，第六个实现
车用柴油升级的省份。

6 月 30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车
用柴油质量升级电视电话会议，副
省长张维宁参加会议并对相关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根据会议安排，本
次车用柴油质量升级的推广范围包
括：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及上下口加
油站，普通干线公路沿线加油站，县
级及以上城市规划区加油站。从 7
月 1日零时起，推广范围内的加油站
开始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中石
化、中石油所属加油站率先启动升级
工作。柴油质量升级推广设置 1 个
月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即从 8月 1
日零时起，推广范围内的所有加油站
全部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禁止销
售国三标准车用柴油和普通柴油。

据了解，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
油品质量升级价格政策有关意见的
通知》规定，油品质量升级实行优质

优价政策，国四标准车用柴油在国
三标准车用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基础
上每吨加价 370 元（标准品）。此次
车用柴油质量升级，省发改委公布
的我省国四标准车用柴油最高零售
价格为 7.8 元／升，成品油零售企业
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过渡
期间，完成质量升级的加油站才可
以执行优质优价政策。

去年以来，国家和我省分别出
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河
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为油品
质量升级列出“时间表”。我省今
起开始推广使用国四标准车用柴
油，比计划要求提前了半年。由于
国四标准车用柴油对硫含量指标
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油品质量升
级后，与国三车辆排放限值相比，
二氧化硫减排达 80%以上，氮氧化
物 排 放 和 颗 粒 物 排 放 均 下 降 约
50%。“国四车用柴油的推广使用对
减少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不
言而喻，更是我省为加快‘美丽河
南’建设迈出的坚实一步。”省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③7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6 月 30 日，郑州警方发布消
息，为深化“反暴恐、保稳定”专项行
动，入夏以来，郑州警方开展了代号
为“猎豹”的严打侵财犯罪专项行动。

据悉，郑州警方从 6 月 26 日起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代号“猎豹 3
号”的集中抓捕行动，短短 3天，警方
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234人，
打掉侵财犯罪团伙 6个。其中，郑东
新区派出所打掉一专门利用象棋残
局诈骗盗窃犯罪团伙，抓获 11 名犯
罪嫌疑人；建设路派出所打掉一个

专门盗窃汽车后备厢财物的犯罪团
伙，该团伙在郑州市内作案多起。

郑州警方负责人称，此次“猎
豹 3 号”集中抓捕行动由郑州市公
安局统一指挥，成立抓捕小组，对
查明有犯罪事实的嫌疑人、未到案
的犯罪团伙成员、历年逃犯展开重
点抓捕。在严厉打击侵财犯罪的
同时，警方也加大防范和震慑力
度，在各辖区重点路段、多发案易
发案地域等开展动态巡逻和武装
巡逻，确保省会夏季社会治安大局
稳定。③7

进入汛期，非法采砂成为防
洪的重要安全隐患。6 月 27 日，
记者跟随黄河河务部门进行非法
采砂专项治理行动时了解到，根
治屡禁不绝的非法采砂，亟须多
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为利益铤而走险
在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的一

处黄河岸边，停靠着一艘采砂船，
岸上是大堆的黄河河砂。

“像这样的非法采砂场，我局
辖区内有 18 家。”惠金河务局水
政科长杨波告诉记者。

惠金河务局所辖河道跨郑州
市惠济、金水两区，河道长 41 公
里。因为毗邻郑州市区，砂石运
输便捷，采砂场众多。

目前，黄河采砂实施许可证
制度。采砂船需合乎海事部门要
求，作业人员要参加培训，并在黄
河河务部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
开展采砂活动。

而非法采砂逃避监管，成本
很低，正式的采砂船造价约几十
万元，非法采砂船私自建造，只需
五六万元。目前，非法采砂一方
砂石利润五六元，在高额利益面
前船主往往铤而走险。

存在大量安全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合法采

砂船都按照规定在远离河岸 50 米
以外的河道中采砂。

惠金河务局副局长邢志永介
绍，黄河属于游荡性河道，水情复
杂，非法采砂往往私挖滥采，改变
河势流向，甚至危及河岸堤防及
防洪工程设施安全。若遇上洪
水，采砂船被冲至下游，还会威胁
到桥梁安全。

此外，非法采砂船只不合格，
其操作人员未参加正规培训，也
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黄浮路是一条河砂外运的重
要通道，紧邻黄浮路的黄河桥村
因采砂车辆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
隐患，该村村民已因此发生多起

交通事故。

执法困境需破解
惠金河务局此次专项行动从

6 月 20 日开始，组织水政执法人
员，已从河道吊离抽砂船只 12 艘，
并暂扣了大量电缆线、电瓶等采
砂设备。

但河务部门坦言，目前他们遭
遇执法困境，单靠他们的行动很难
根治非法采砂。以往年年都进行
治理，但行动后常常死灰复燃。

河务部门只有水行政执法权，
对非法采砂只能采取罚款、暂扣工
具等办法，对运输、销售等环节无
权监管。罚款上限仅为 1000 元，
对非法采砂从业者威慑力有限。
另外，基层水政执法人员有限，以
惠金河务局为例，该局只有七八名
执法人员，所辖范围却达 100 多平
方公里。

对此，惠金河务局局长李长
群表示，非法采砂监管涉及多个
部门，如能真正形成监管合力，将
有望根治这一顽疾。③9

“美丽河南”激扬网上好声音
——第十二届网上看河南网络名博走进美丽河南采风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李 红

车用柴油今起“升级”

我省汽柴油迈入“国四时代”

郑州警方“猎豹”出击严打犯罪

高额利益前铤而走险 私挖滥采后隐患频现

根治非法采砂“顽疾”须联合发力
□本报记者 张海涛

3746个本科名额专供农村学子

政策扶持建筑业骨干企业
“零事故”和“不欠薪”三年内不参加动态考核

我省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区光纤化成片改造

2016年年底将实现光纤入户

获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到“十二五”末

农村乡镇中心学校普建少年宫

第 14届中国（郑州）国际
糖酒食品交易会定于8月举办

6月30日，小朋友在郑州市紫荆山公园捡拾垃圾。从当天起，郑州市紫
荆山公园推出了“文明小使者”活动，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一系列文明行为，兑
换公园游乐卷，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暑假。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卫辉老人乐享“爱心晚餐”

卫辉市有个“1+1 爱心服务
社”，这是由当地 16 名“70 后”、

“80 后”青年人创办的，他们来自
社会各界，以一名青年人开办的
小饭店为依托，每逢周六、周日为
老人、残疾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

“爱心晚餐”。
“1+1 爱心服务社”不仅自己

出资给老人提供“爱心晚餐”，还
经常给敬老院老人送米面、送油、
送肉，到山区学校看望留守儿童、
贫困儿童。暑假放假后，他们出
资 1 万多元，开始硬化柳庄乡唐庄
小学 600平方米的操场。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图① 6月29日，“1+1爱心服务社”在给老人提供“爱心晚餐”。
图② 能给社会献爱心，这些年轻人很自豪。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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