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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15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郑州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口
生鲜货物 2304.1 吨，同比增长 4.6
倍，货值 0.65 亿元。其中，以活黄
鳝为代表的活体动物进口量最大，
共计 1763.2 吨，占生鲜货物进口总
货量的 76.5%。活黄鳝进口共计
1060.8 吨，占生鲜货物进口总货量
的 46%。

据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半年郑州机场进口生鲜货物种类达
到58种，新增21种。新增品种主要
包括进口虾类、热带水果、冷冻肉品、
活体牛羊和种猪，其中种猪进口量最
大，货量为329.92吨。

上半年，我省水海产品的进口原
产国共 7个，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
贸易量最大的仍然是孟加拉国。原
贸易国家印度、韩国、意大利今年以
来均没有进口，新增日本、加拿大、比
利时等国。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 月 16
日，由河南商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主办，小象融媒
《环球非遗》承办的首届河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欧凯
龙旗舰店开幕。

首届非遗展汇聚了数十位非遗
传承人、近百个项目和数千件作品，
共分为三个展区：展演区、展示区和
展制区。从旷古而来的黄河号子到
古都汴京的绝艳风筝，从死而复生的
澄泥砚到命悬一线的“猴加官”，从刀
刻笔描的木版年画到针穿线绕的香
包，从皇家流出的超化吹歌到起源于
宗庙的耿氏制香……每一个非遗项

目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都有一
个坚守的手艺人，都有一个属于过去
时代的记忆。

在展演现场，号称“中华第一狮”
的小相狮舞、河洛大鼓、皮影戏等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精
彩表演。而在展制区内，方城石猴、泥
人彩塑、捏面人等传统手工制作的非
遗作品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体验，亲
身感受河南非遗文化的魅力。

“非遗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宝贵财
富，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
护与传承，让中华文化繁荣不息。”郑
州市群艺馆馆长、郑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桂玲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红 温小娟）在
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反腐倡廉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
下，7月16日，由省纪委、省委宣传部
联合摄制，河南郑大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出品的反腐倡廉电影《第一大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

电影《第一大案》根据真实历史
案件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改编而
成。围绕反特专员陈怀邦(郑昊饰)与
敌特“青盲”(贡米饰)、刘青山(郭广平
饰)、张子善(邢岷山饰)斗智斗勇的故
事展开，通过对刘青山、张子善贪腐
案的艺术再现，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坚定决心。

影片诸多细节均由国家档案馆
首次披露，力求还原刘青山、张子善
贪腐案的历史原貌，如警钟般振聋发
聩，集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于一
体。影片强大的正义力量吸引了众
多演员主动参演，陶玉玲、侯勇、韩童

生、邵峰、王劲松、曾黎、郑昊、郭广
平、邢岷山、贡米、居文沛等众多明星
倾情出演，演员年龄从“30后”至“90
后”，整体展现了中国实力派演员的
风采。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
局长张宏森在首映式上说，《第一大
案》怀着还原历史的严谨态度，有机
融入了电影的叙述技巧，增强了影片
的观赏性，主题明晰、叙事流畅、人物
塑造丰满，是同类题材创作中比较有
深度和有特色的艺术实践。

该片导演沈悦、编剧谈锐携著名
演员陶玉玲、侯勇等主演出席首映
式。

观影后，观众和媒体纷纷表示，
“第一大案”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
放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仍
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人警
醒、发人深思。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今天是入
伏第一天，由于近期的降雨，这个“三
伏”开端比较凉爽。下周，我省阴凉
天气将继续唱主调，雨天将成为伴
唱。下周一的晚上，全省又将迎来一
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

据省气象台的预报，下周我省
有两次主要降水过程，时间在 19日
前后和 23日前后；周内全省大部分
地区降水偏多，其中我省淮河流域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明显。预计
周降水量北部接近常年同期略偏
多、其他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 2到 4
成。周降水量：北部 25~45mm；其
他 地 区 50~70mm，部 分 地 区
100mm左右。

具体的主要天气过程为:18日，

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
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19日，全省阴天，有一次小到中
阵雨、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黄河以
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时
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

20日，东部、东南部中阵雨停止
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北部、
东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和局
地对流天气。

22日白天，西南部、南部多云转
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22日夜里到 23日，受副热带高
压边缘西南气流和东移低槽的影响，
全省还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降水过程，
其中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雨。③5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6月份“中
国好人榜”。两次徒手夺刀，一次火海
救人，太康“钢鞭哥”顾新荣登 6月份

“见义勇为”好人榜。
自 2008 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以

来，太康县已有 14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2人获“中国骄傲”称号，1人获“全
国优秀志愿者”称号，26人获省、市“好
人”及“道德模范”称号。

为何太康县“好人”辈出？
“不断涌现的身边好人和道德模

范，正在成为聚集和释放正能量的源
泉，在全县形成巨大的道德推动力和
辐射效应。”7月15日，太康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谢成营告诉记者。

该县持续开展的“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评选活动是一个有力的推
手。自2005年“季评太康好人”之始，

太康县便成立了“身边好人”评选领导
小组，将身边好人评选工作下移基层，
县级好人、乡级好人评选覆盖全县23
个乡镇、788个行政村（居委会）。

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好人的基
础上，太康县创新开展“十行百星”评
选活动，增设师德、医德、优秀志愿者
等类别，同时开展行业好人评选。

用群众身边的典型启迪群众，用群
众身边的故事教育群众，太康县通过多
种途径对群众身边的“草根英雄”、“道
德明星”，大张旗鼓地给以嘉奖、表彰。

召开好人命名表彰大会，颁发荣
誉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通过一起观
看好人事迹短片、讲好人感动瞬间等
环节，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教育和启迪。

为让好人的事迹广泛传播，县文
明办编撰了《星耀太康》在全县发行，
对事迹特别突出的摄制专题短片进行

宣传。组织文艺团体以好人为原型，
编创好人“故事汇”，目前已为30位身
边好人编创了情景话剧或道情折子
戏，赴基层巡演10余场，并组织好人事
迹报告团进行巡讲，在群众中产生强
烈反响。

“好人有好报”，才能增强好人底
气，凝聚社会正气。对此，太康县创新
关爱好人管理机制。

从政治上关心。在干部提拔、职称
和技能人才评定等方面，优先推荐“好
人”，有2人当选省人大代表，61人当选
县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从物质上关怀。通过志愿者协会
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奖励帮扶救助好
人。由县文明办牵头，切实解决好人
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难，65名身边好人
低保问题得到解决。

如今，在太康形成了崇尚好人、学
习好人、关爱好人、争当好人的良好风

尚，在全社会树立起好人好报的鲜明
价值导向。

一个“好人”，一面旗帜，鼓舞人
心，引领方向。“好人”精神，是一种力
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于是，有了紧急时刻空手夺刀救
人的“钢鞭哥”顾新、冲向火海施救运
送爆竹车辆的蒋昆、身残志坚勇于接
受生命挑战的宋娇娇。还有视工作比
生命更重要的“拼命局长”张红卫，长
年坚持志愿服务的“当代活雷锋”任治
森，放弃追债、伸出援手资助欠债人的

“中国好债主”张智博等一大批“太康
好人”被广为传颂。

“‘好人’是群众身边的正能量，是
最鲜活的价值观。开展‘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我们将继续把‘好人’文章做好，使

‘好人’呈接力之势。”谢成营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7 月 15
日，记者从平顶山市蓝天工程指挥部
了解到，《平顶山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实施方案》等 7个专项实施方案已
经出台，从即日起至2017年底，平顶
山市将从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机动车
尾气和道路扬尘等7个重点方面展开
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在治理工业大气污染方面，“调、
改、限、关”四措并举。持续抓好“调”，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全年化解煤炭产
能400万吨，督促工艺技术落后、能耗
高、污染重的企业转型升级。坚决抓
好“改”，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实施工业炉窑和砖瓦炉窑提标
改造，强化重点涉气企业监管，促进工
业企业达标排放。严格抓好“限”，督
促企业实行精细化管理，实施“限负
荷、限煤质、限排放标准”的三限措施，
对污染防治设施擅自停运、偷排偷放、
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实施停
产治理。强力抓好“关”，全面整治“小
散乱差”和涉气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关停三和电厂、四矿电厂等企业，
削减燃煤100万吨。

平顶山将对全市 560 个扬尘场
地，以及各级、各相关部门进一步排查
的所有扬尘场地实施全面治理，所有
未达到“六个到位”（审批到位、报备到
位、治理方案到位、配套措施到位、监
控到位、人员到位）的施工工地，一律
不得开工；所有未达到工地周边百分
之百围挡等“六个百分之百”的施工工
地，一律停工整改，努力使各类扬尘污
染得到有效遏制。

黄标车和老旧车是机动车尾气排
放的“大户”，要坚决完成淘汰任务。提
升油品质量，确保今年10月底前全面
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11月1日起，达不到国家第五阶段机动
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不含农用
车和摩托车），一律不得在市内销售。

平顶山市要求，到今年年底，力争
全市PM10平均浓度降到126微克/立
方米，PM2.5平均浓度降到79微克/立
方米，优良天数达到194天。③5

本报讯（记者 何可）7月 15日，
记者获悉，郑州高新区近日出台系列
措施，依托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科技优势，打响了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

在供热为主的泰祥电厂，已投入
8500万元对2台共27万千瓦机组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电厂负责人告诉记者：

“改造已进入攻坚阶段，10月底前必须
完成改造，决不能打折扣！”据了解，超
低排放的标准非常严格，要求烟尘、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浓度分别不高于

5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和50
毫克/立方米。改造后电厂排放数据
将与省市环保监察系统实时联网。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赵书贤说：“我们充分发挥科技
优势，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精细化程
度和针对性，实现精准治霾。”

沿高新区科学大道前行，大道两
侧的绿化带里不时升腾起水雾，雾气
弥漫在绿树鲜花间，改善了周边环境
的空气质量。提供这种空气改善系统
的河南海力特公司就是区内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高新区
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在大气污染防治
产品上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研制出除
霾水车、高压雾化系统等高科技产品。

科技治霾，高新区探索建立全区
域污染源监测监控网络，实行精细化
管理，在辖区各工地安装视频监控及
PM10监测仪，利用北斗导航定位系
统对渣土车实行全程定位监控。依托
区内高校、研究所开展大气污染治理
研究，对灰霾形成机理、来源解析、迁
移规律和预报预警等进行研判。③5

上半年我省生鲜进口货运量
超过2300吨
同比增长4.6倍

首届河南非遗展在郑开幕

反腐倡廉电影《第一大案》
昨在京首映

下周天气 阴雨相伴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个县何以涌现14位“中国好人”

平顶山重点攻坚护一方蓝天

郑州高新区精准治霾用上高科技

7月16日，志愿者小分队正帮助餐饮商户对油烟处理器进行维修。焦作市解放区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辖区党员
志愿者、暑期大学生志愿者组建30支大气污染防治小分队，积极守护蓝天。⑨2 李良贵 摄

7月 16日，为保障郑州市轨道
交通地铁 2 号线如期开通试运营，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联合市
公安、消防、医疗、交通、电力等部
门，在地铁 2 号线花寨站开展综合
应急救援演练。演练分为列车火
灾应急处置和公交接驳应急处置
两个课目。本次演练有近 400 人
参与，启动装备达 20 多台，是 2号
线试运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应
急演练。⑨1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郑州地铁2号线
综合应急救援演练

7月16日，商水县舒庄乡的村民在对花生田进行病虫害防治。当地农民
积极对秋作物进行田间管理，为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基础。⑨1 乔连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