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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河南·省外媒体中原行

多条高速公路关闭

11 月 24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
警总队获悉，大雪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因
交通管制被关闭，全省高速公路禁止 7
座（含 7 座）以上客车上站。

自 11 月 23 日下午开始，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启动冰雪恶劣天气应急管理
预案，全警上路巡逻指挥交通。在重要
坡路、立交桥路面增设警力，增派交通事
故处理组，加强路面巡查，防止出现交通
拥堵。针对滞留的车辆，高速警方通过
警车带道等措施缓解通行压力，预防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截至 24 日，全
省高速公路没有发生因雨雪引发的重大
安全事故。

多方联动保百架飞机起降

11 月 23 日晚，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紧
急启动除冰雪预案，在民航监管部门、空
管、各驻场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连
续对跑道、机坪、飞机进行大兵团、多部门
联动除冰，保障了上百架飞机起降，郑州
机场一直处于慢而不停的持续开放中。

根据初步统计，郑州机场累计派出
保障人员近千人次，动用各种车辆设备
100 多台次，使用除冰液、融雪剂、防冻
剂总计 100 多吨，累计为上百架次的飞
机除防冰，郑州机场一直处于开放中，运
行基本平稳。

多趟列车降速运行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经过郑州铁
路局管内的京广线、陇海线列车限速运
行，致使 K735 次、K419 次、Z87 次等列车
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京广高铁、郑西
高铁也都施行减速运行，列车出现不同
程度晚点。

根据当前及未来的天气情况，郑州
铁路局启动了《雪天及突发事件行车调
度组织应急预案》等，及时发布红色预警
至管内各单位，要求加强值班，24 小时
严密监控天气情况，在信号楼进行盯控，
并对大小车站的道岔、关键设备实行干
部到岗包保。

郑州地铁客流激增27%

郑州骤降大雪，为市民的出行带来
较大不便，乘坐地铁成了市民出行的首
选。记者获悉，11 月 24 日 7 点至 9 点的
早高峰时段，郑州地铁 1 号线进站客流
为 5.34 万人次，较 23 日同时段客流增加
1.15 万人次，同比上涨 27%。

据了解，郑州地铁及时启动恶劣天
气专项预案，通过在出入口铺设防滑垫、
摆放小心地滑牌，以及播放提示广播、安
排工作人员打扫出入口、加强巡视等方
式为乘客提供服务。

（综合本报记者董 娉 李凤虎报道）

11 月 24 日，“印象河南”采访团
走进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实地采访，领略全球顶尖的

“客车文化”。
作为我国最大的客车生产基

地，宇通的产品目前已经出口到全
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新能源
客车领域已申报专利超过 260 项，
2014 年新能源客车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 33%。

“没想到在黑龙江随处可见的
宇通客车都是河南制造的。”参观宇
通试验中心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记者张东盼说，宇通集团的创新意
识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不
久我在新闻上看到，宇通研发出大
客车的无人驾驶技术，这项技术可
以说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宇通在客
车领域的领先地位正是通过这样孜
孜不倦地创新得来的。”

由“河南制造”转变为“河南创
造”，我省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受到“印象河南”采访团成员

的一致“点赞”。在好想你枣业，以
红枣为原料的红枣粉、红枣茶、夹
心枣等多种产品格外引人注目。
工作人员介绍，好想你枣业经过 20
多年的创新发展，目前拥有 128 项
专利和超过 500 个注册商标。吉林
电视台记者李蕴博说：“能用普通
的红枣开发出这么多新产品，河南
的食品加工企业令我大开眼界。”

思念食品是我国最大的专业速
冻食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生产的
速冻汤圆、速冻水饺、速冻面点等产
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20%。在思
念产品展示柜前，一款按照小熊维
尼卡通形象制作的面点令大家十分
惊喜。工作人员表示，这款产品是
与迪士尼公司合作开发的，上市不
久就受到许多小朋友的欢迎。

“山西和河南都是传统农业大
省，但山西的农产品在深加工方面
还需要向河南学习。”山西日报记
者闫杰说，河南拥有双汇、思念、三
全等全国知名食品加工企业，期待
这些企业通过持续开发新产品不
断丰富国人的厨房。③6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记者从
黄河防总获悉，11 月 24 日起黄河进
入 2015～2016 年度凌汛期，各级黄
河河务部门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
汛。

11 月 24 日 8 时，黄河本年度首
次出现流凌，位于内蒙古三湖河口
河段，首凌日期较常年偏晚 5 天。
依据《黄河宁蒙河段防凌指挥调度
管理规定（试行）》，黄河防总宣布
24 日起进入凌汛期，并启动防凌运
行机制，确保黄河防凌安全。

上年度凌汛期，黄河干流最大

封冻长度达 707 公里，黄河防总与
沿黄省（区）防指及有关军区密切
配合、通力协作，确保了黄河防凌
安全。据预测，2015 年可能是有记
录以来厄尔尼诺现象最强年份之
一，气象的不稳定因素及风险增
加，对黄河防凌带来不利影响。

近日召开的河南黄河河务局防
凌会议要求，本年度水情气象年景
偏差，防凌形势严峻，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落实防凌责任制，按照防凌预
案要求，加强防凌队伍建设，落实防
凌物资，确保防凌安全。③6

本报讯 （记者王 平）为广泛
宣传国家执业药师制度，激励全省
广大执业药师更好地为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的药学服务，由河南省
食品药品新闻协会、河南省执业药
师协会主办的河南省首届“最美执
业药师”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于 11
月 24 日上午在郑州举行，即日起将
接受公众投票。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 20 万人死
于药品的不良反应。执业药师作
为药学服务的专业工作者，在药品
生产、经营、使用领域，参与药品的
销售和管理，是人民群众安全合理
用药的“把关人”，也是我国健康产

业和医疗服务产业中的生力军。
截至目前，河南具有执业药师资格
的人数达 2.8 万多人，其中已经注
册的执业药师有 1.5 万多人。

本次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和择优原则，通过广泛宣传发
动、自荐推荐申报、资质审查、集中
展示、公众投票、评审评选、网络公
示等阶段，最终产生最美执业药师
人选。网络投票将于 11 月 25 日 12
时正式开始，公众可通过网站“新
华网河南频道”、“光明网河南频
道”以及微信公众号“图话中原”、

“河南省食品药品新闻协会”参与
投票。③12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1 月 24
日，河南省地震局发布消息，当天 9
时 21 分濮阳市清丰县发生 2.6 级地
震，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省地震台网测定，11 月 24
日 9 时 21 分 ，清 丰 县（北 纬 35.9
度 ，东 经 115.2 度）发 生 2.6 级 地
震，震源深度 4 公里。据濮阳市地
震局现场工作队调查，此次地震
虽然震级较小，但由于震源浅，地
震有感范围较大，东起清丰县瓦
屋头镇，西至清丰县韩村乡，南起
濮阳县鲁河乡，北至清丰县马村
乡均有震感，其中清丰县六塔乡

普遍有震感，濮阳市区高层建筑
晃 动 明 显 。 截 至 24 日 下 午 发 稿
时，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报告。

地震发生后，省、市、县地震局
立即启动了Ⅲ级地震应急响应。
省地震局要求各级地震部门、地震
台站加强震情值班，密切监视震情
发展，发现异常随时报告；同时召
开紧急震情会商会议，对地震趋势
进行分析研判。濮阳市地震局派
出工作队冒雪赶赴现场，了解震情
和灾情，宣传防震减灾知识，维护
社会稳定。③12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11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叶县食品药品监管
人员再次到刚受处罚的县城一家
大型超市巡查，没有发现生产批号
是 2015 年 7 月 21 日的那批次调味
面制品上架销售。

据叶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在 10 月 9 日的监督检查
中，监管人员抽样发现位于新文化
路的这家大型超市销售的调味面制
品“菌落总数”一项属“不合格”，同
时在其食品卖场查扣 11袋该批次食
品。11 月 16 日，叶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
法所得 22 元；没收违法经营的调味

面制品 11 袋；处人民币 5 万元罚
款。”当事人对处罚决定表示信服。

今年 10 月 1 日起，被称作“史
上最严的”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正式实施。新《食品安全法》明确
规定，货值不足 1 万元的，要处 5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基于这
条规定，尽管这批不合格面制品涉
案标值才 22 元，但该超市也必须要
为自己销售不合格食品的行为承
担 5 万元的罚款。

据悉，这是新《食品安全法》实
施后平顶山市开出的首个 5 万元罚
单。处罚方希望借此提醒经营者
引以为戒，确保食品安全。③10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下雪不冷
化雪冷。”11 月 24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
获悉，从当天夜里开始，我省各地的降
雪将逐渐停止，但接下来的三天，气温
都将处于低位。

23 日至 24 日 8 时，我省北中部大部
分地市出现了 10 毫米以上的暴雪。截
至 24 日 8 时 ，全 省 平 均 降 雪 量 17 毫
米。其中沁阳、孟津降雪量为 31 毫米，
并列“冠军”。沿黄及其以北地区大部
积雪深度已达 10 厘米以上，其中封丘、

温县、荥阳和长垣四地市积雪深度达 20
厘米以上。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告诉记者，24
日夜间开始，我省降雪逐渐停止，大部
分地区开始放晴。但由于化雪需要热
量，加上一股弱冷空气的补充，25 日至
27 日，我省气温偏低，大部分地区最高
温度为 1℃至 5℃，最低气温为零下 3℃
至零下 7℃。

常言说，瑞雪兆丰年。省气象局农
业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薛昌颖告

诉记者，对我省冬小麦来说，这场雪是
个“利好”，它可以增加土壤的蓄水量，
对冬小麦分蘖期的生长和安全越冬都
十分有利。虽然接下来局部地区降温
幅度较大，但我省主要小麦产区的温度
还处在安全界线之内，不会给小麦带来
明显冻害影响。但是，由于降雪量大，
气温下降，加上最近日照偏少，设施农
业将会受到一定影响，提醒农民朋友要
及时做好大棚等设施的加固、保温措
施。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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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即景

大雪袭中原 交通大考验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受

华北地区大雪大风影响，我省

普降大雪，多条高速公路关

闭，航班延误，多趟列车降速

运行，地铁客流激增。与此同

时，相关部门快速启动应急预

案，采取有力措施，全力保障

交通安全畅通。

11月 24日，武陟县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在操场打雪
仗。自 23 日傍晚开始，武陟县境内普降中到大雪，将
整个城区装扮得分外美丽。⑤3 冯小敏 陈继红 摄

11 月 24 日，市民在安阳市人民公园赏雪拍照。
23日，今冬我省第一场大范围降雪“如约而至”，市民
纷纷走进大自然观赏雪景。⑤3 王建安 摄

11 月 24 日，摄影爱好者在开封市龙亭湖风景区拍
摄雪中美景。一场瑞雪飘飘洒洒，古城开封市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⑤3 李俊生 摄

11月24日，在新郑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正在给飞机除冰。当日，因降雪新郑机场多架次航班延误。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11月24日，郑铁局郑州供电段党员冒雪对郑州南站接触网设备进行巡视检查，确保供电安全。⑤3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11月24日，郑州市区早高峰期间，出行压力骤然增大，交警在雪中疏导车辆，确保道路通畅。⑤3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天气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