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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酒类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河南酒类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入围企业公示入围企业公示

“伏牛”商标2015年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河南省养生殿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0377-83987777

喝正宗伏牛白，请认准河南省养生殿酒业有限公司“伏牛”商标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
张宏怡）3 月 4 日上午，在平顶山雷
锋小学召开的“2016 年度学雷锋
表彰大会”上，“雷锋车厢”被评为
该校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学雷锋”
活动。

自 2004 年以来，每到周末，雷
锋小学的老师就会带领一个小队，
走进 6 路公交 806 雷锋车厢，向乘
客宣讲雷锋故事，演唱雷锋歌曲，
同时扶老携幼，维持公共交通秩
序，帮助乘务员打扫卫生。12 年
来，他们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每
次都有不少乘客动情地和孩子们
一起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乘
客们感慨地说：“雷锋又回来了！”

雷锋小学是全国第八所、河南
省第一所雷锋小学。建校四十年
来，学校坚持用雷锋的高尚品质去
感染教育学生，用雷锋的人格魅力
去塑造师生的灵魂。为使学雷锋

实践活动走进社区、融入社会，学
校与社会各方协调，在学校内外开
辟多个学习雷锋实践基地。806

“雷锋车厢”、一五二中心医院“温
馨病房”、“夕阳红”敬老院、大街小
巷、贫困山区都留下了雷锋小学师
生们的足迹。

该校还积极开展特色“学雷
锋”活动，为贫困山区、残疾儿童捐
款捐物，奉献爱心。同学们先后举
办了“新华少年图书博览会”，将
3000 多元义卖款捐赠于雷锋小学
爱心基金会；开展了“情系脑瘫儿
童”手拉手活动，将捐助款物送到
汝州市金庚医院……学习雷锋、争
做雷锋在雷锋小学蔚然成风。③7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3 月 10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全省质监部门查处的十
大假冒伪劣典型案件。

这十大假冒伪劣典型案件包
括农资典型案件 3 起：内乡县壮田
肥业有限公司生产“三无”化肥案，
河南华富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
效含量不足、虚假标示等不合格化
肥案，河南省中辉化肥有限公司无
证生产复合肥案；特种设备案件 3
起：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
中心站未经核准、使用未取得相应
资格的人员从事检验、检测起重机

械案，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涉嫌
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有机热载体锅
炉案，河南金卫士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电梯案；计
量典型案件 2 起：商丘市郊区供电
公司安装的电能表计量偏差超出
国家规定进行贸易结算案，鄢陵县
五洲燃气有限公司加气站使用的
CNG 加气机不合格案；生产许可
典型案件 2 起：郑州枫华实业有限
公司销售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的组合式空调案，福州古城伟
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安装电梯未
经监督检验逾期未改正案。③8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李松战）
3 月 10 日，洛阳龙门石窟举行看经寺开放活
动仪式，正式宣布看经寺向公众开放游览。
这是龙门石窟成立管理保护机构 63 年以来
看经寺首次向公众开放。

看经寺是龙门东山最具代表性的唐代洞
窟，应为皇室贵族或高级官吏、高僧大德发愿
开凿，窟内 29 尊罗汉造像雕刻精美、生动传
神，是中国佛教石窟中现存最精美的一组石
刻罗汉像，对研究唐代高浮雕艺术、僧侣服
饰、法器和禅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龙门石窟文物保护技术的
不断进步，看经寺已经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条
件。龙门石窟负责人表示，看经寺开放是国
内文博单位探索文物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路
径的积极尝试，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让
文化遗产“活”起来。③12

本报讯 （记者李旭兵）3 月 10 日，记者
从省肿瘤医院获悉，日前全省首例 CT 引导
下全麻纳米刀肝癌消融术在该院顺利完成。

据了解，该手术患者因原发性肝癌术
后复发入院。经入院复查，如采用常规消
融术风险较大，有损伤胆管及门脉可能。
结合患者病灶情况，该院放射介入科黎海
亮主任领导的介入团队最终确定纳米刀消
融为最佳治疗方案。经术后住院观察，目前
患者恢复良好。

据黎海亮介绍，纳米刀是一种新兴的肿
瘤消融技术，其原理是利用 1500 伏到 3000
伏的高压直流电，发出强大的电场，以微秒
和毫秒脉冲的形式作用于细胞膜的磷脂双
分子层，产生不稳定电势，使细胞膜上出现
不可逆的纳米极穿孔，从而破坏细胞内外环
境，诱导细胞凋亡而引发肿瘤坏死。

“纳米刀最大优势在于对组织的消融具有
选择性，只破坏癌细胞，不伤及周边血管壁、神
经等组织，消融区界限清楚。”黎海亮说。③11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3 月 10
日，《河南省 2016年度蓝天工程行动
计划》公布，我省今年将从燃煤、工
业、机动车、扬尘、农业等多方面开展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着力改善全省空
气质量，完成今年环保工作目标。

煤炭一次能源消费低于76%
燃煤污染是全省大气污染的首

要来源。今年我省将大力推进能源
结构优化，将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
的比重控制在76%以下，并加强城市
煤炭总量控制，郑州燃煤总量要控制
在 2832万吨以下（含巩义市）。今年
继续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面
积要达到城市建成区的 80%以上。
加强燃煤散烧管控，推动散煤减量替
代和清洁化替代。

在减少燃煤使用的同时，今年
我省还要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 5.5%以上。继续推进气化河
南工程，力争今年天然气消费量达
到 80 亿立方米以上。加快风能、光
伏能源的开发，力争今年全省新增
风电装机容量 60 万千瓦，新增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

大力推进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原则上今年 10 月底前，全省完成
102 台 3740 万千瓦统调燃煤发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6 台 129 万千瓦的
10 万千瓦以上地方自备燃煤发电
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新建燃煤
发电机组（含自备电机）、热电联产
机组必须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今年起，全省绿色生态城区、节
能减排示范城市的新建项目、政府
投资的保障房及单位建筑面积超 2
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将
征排污费

工业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今年 6 月前完成所有水泥粉磨站烟
尘提标和无组织排放治理使其达标
排放。10 月底前完成耐材、石灰、
有色金属冶炼、铝压延加工、玻璃制
品、刚玉等行业的工业炉窑废弃治
理，不能达标排放的一律关停。

强化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综合治理。今年我省将加
强对石化行业、表面涂装行业、包装
印刷行业的 VOCS治理，未按期治理
的企业原则上一律停产治理。今年
我省将制定 VOCS 相关产品税费政
策，将 VOCS 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
在部分行业开展 VOCS收费试点。

全省实施“国五”机动车
排放标准

近年来，我省机动车数量增长迅
速，污染防治压力日益增加。根据
方案，今年我省将实施国家第五阶
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11月 1日
起达不到“国五”机动车污染排放标
准的机动车（不含农用车和摩托车）
一律不得在省内销售，此外，今年 10
月底前，我省将全面供应符合国家
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油和柴油。

继续推进黄标车淘汰，今年 8
月底前完成 20.9406 万辆黄标车和
10 万辆老旧车淘汰任务。同时，积
极探索机动车安检标志和环保标志
两标合一工作。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今年将
研究制定河南省节能与新能源发展

有关政策，出台河南
省 鼓 励 新 能 源 汽 车 奖
励实施细则、充电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办法等，力争今
年底实现全省公共服务系统
新 能 源 车 年 度 购 置 占 比 达 到
70%以上，省直党政机关充电桩
设施个数不少于 75 个。

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我省今年
实施营运客货车辆、城乡公交车
辆油改气工程，新增公交、出租、
物流营运车辆清洁能源使用率
分别达到 70% 、80% 、60%
以上，单位周转量能耗较
2010 年下降 6.5%以上。

面积较大的工地
要装视频监控

根据方案，今年将继续加大对
扬尘的污染治理。建筑面积 1 万平
方米及以上的建筑施工工地主要扬
尘产生点须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实
行施工全过程监控。省辖市快速
路、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以上，县级城市主干道机械化
清扫率达到 50%以上。

在农业方面，将研究制定农业施
肥方面的指导性政策措施，指导农业
生产经营者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农
药，减少氨、VOCS 等大气污染物排
放。强化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实
现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今年秸
秆焚烧火点数量同比下降，全省秸
秆综合利用率平均达到 85%以上。

餐饮油烟也对空气质量有较大
影响，今年 10 月底前，全省规模餐
饮服务经营场所要加装集气罩等油
烟净化设施，实现达标排放。③12

省质监局公布
2015年假冒伪劣典型案件

我省成功实施首例
纳米刀肝癌消融术

平顶山雷锋小学:

师生争做“活”雷锋

践行价值观
岗位学雷锋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优良天
数要达 190天以上，地表水水质优良
比例要在 51.1%以上。3 月 10 日，全
省 2016 年度环保工作会在郑州召
开，确定今年我省大气和水环境质
量目标，并就环保体制机制改革作
出部署。副省长张维宁出席会议。

根据我省今年环保工作安排，
在大气方面，PM10 年均浓度目标值

为 115微克/立方米，PM2.5年均浓度
目标值为 78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
达到 190 天，重污染天气有所减少，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在水环境方面，全省地表水水
质优良（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总体
达 51.1%以上，劣五类水体比例控
制在 19.1%以下，省辖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

总体高于 95.6%，全面开展省辖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地下水质量
保持稳定。

总量减排方面，主要污染物化学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
放量分别控制在125.9万吨、13.1
万吨、112 万吨和 128 万吨以
内，比 2015 年分别削减
2%、2%、3%和3%。③9

龙门石窟看经寺
首次对外开放

我省今年环境质量目标确定

优良天数要达到 190 天

2016:蓝天工程 方案公布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3 月 10
日，记者从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获
悉，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开展脱贫攻坚督导工作的
通知》精神，我省正式启动并实施脱
贫攻坚督导工作，目前，10个督导组
正陆续分赴各地展开督导工作。

督导组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宣
传部等各厅局选派人员组成，负责
督导全省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
管县（市）的脱贫攻坚工作，重点是
督导 53 个贫困县。督导内容包
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情况，重点是中央和省委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2015
年度减贫目标完成情况，重点是贫
困人口、贫困村脱贫任务完成等情
况；扶贫项目实施及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重点是检查 2015 年第二批
和 2016 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使用、项目实施进度和质量情

况，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落实、
监管情况等；贫困村和贫困户建档
立卡、动态管理情况，重点是建档
立卡的精准度和管理数据库维护
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驻村帮扶
情况，重点是贫困村驻村工作队派
驻和贫困帮扶责任人落实情况，扶
贫对象致贫原因分析、帮扶计划制
定、帮扶措施落实、帮扶项目实施
等情况；53 个贫困县党委、政府落
实扶贫开发主体责任、整合扶贫资
源、凝聚扶贫合力情况等。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督
导工作主要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
会、查阅资料、走访农户、实地查看等
方式进行，每个贫困县要对不少于3
个贫困村、15 户贫困户进行实地查
看。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要紧抓
不放，限期整改，跟踪督导，确保整
改质量，对整改落实不力的通报批
评。督导结果将与贫困县考核挂
钩，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③6

全省脱贫攻坚督导工作启动

3 月 10 日，内黄县供电公司“电力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来到该县特
殊教育学校，帮助学校清洁卫生,带领孩子唱歌、做游戏，校园里一片欢
声笑语。⑤3 谢志鹏 摄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去年，
我省全面加强消费品、重点工业
品、食品相关产品和电子商务领
域产品的质量监管，在省级监督
抽 查 中 ，产 品 质 量 抽 样 合 格 率
95.7%。这是记者 3 月 10 日从省
政府新闻办获得的信息。

据介绍，去年，我省加大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力度，省级共抽查
6410 家企业 10020 批次的产品，其
中消费品抽查 5603 批次，超过抽
查总量的一半。对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省质监局直接约谈问题企
业 440 家。同时，围绕 310 个风险
因子，对电动自行车等 44 种产品

开展了 2340 批次风险监测。围绕
重点产品、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
我省还深入开展执法打假行动，
质监系统共查处案件 2605 起，查
获涉案产品货值 1784 万元，查办
大案要案 79 起，向司法机关移交
案件 19 起。

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省将以儿童用品、食品相关产
品、农资建材、汽车及零部件、家用
电器、民生计量、汽柴油及电子商务
产品等为重点，集中开展“质检利
剑”专项行动，加大执法打假力度，
全力维护质量安全，为消费者创造
更加放心的消费环境。③11

去年我省产品质量
抽样合格率95.7%

PM2.5 年 均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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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消费量达80

电装机容量30万千瓦
60万千瓦，新增光伏发

11月 1日起达不到“国五”
排放标准的机动车（不含农用车
和摩托车）一律不得在省内销售

8月底前完成20.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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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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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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