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2013年 9月，省委、省政府“两办”出
台《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成
为推动全省老年体育事业创新发展的强
大动力。三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
中发展，河南老年体育事业六箭齐发，齐
头并进，成为我省的一张名片。

组织建设有保证。目前，老年人体育
协会在市、县（区）的建协率达到100%，在
乡镇、街道办的建协率达到90%，在城市
社区和行政村的建协率达到85%，各地还
注重老年体育站点的建设。组织建设基
本实现网络化，使各级老年体协成为老年
人科学健身的组织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场地建设作基础。2014至2016年，
在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省老年人体育
协会三年规划建设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多
功能老年人健身场地206个，项目总投资3
亿多元。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投入使
用111个，其他项目将在今年年内完成。

活动开展当引领。2014年以来，全
省老年人体育活动坚持传统项目抓普及，
创新项目抓推广，特色项目抓展示，体现

了以“老健美”引领“康乐寿”的正确导
向。3年来共承办全国交流活动8次，组
织参加全国重大交流活动31次，组织全
省重大老年健身活动61次，参加全国和
省内外活动的老年人总数达5万人以上。

宣教工作鼓动强。河南老年体育宣
传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创办了《夕阳
灿烂》杂志、老年体育网站和微信平台。
同时，重视发挥社会媒体在宣传老年体
育工作中的作用，并在河南日报开辟了

“老健美·中国梦”老年体育专栏，营造了
老年人积极参加科学健身的良好舆论氛
围。

骨干培训增后劲。河南老年社会体
育指导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工作初
见成效。目前我省55岁以上老年人社会
体育指导员已近4万人，遍布城乡各级老
年健身站点，成为动员和组织老年人科学
健身的骨干力量。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
派百余名骨干参加了全国柔力球等多个
项目的裁判员、教练员专项培训，还对来
自农村社区、革命老区等地的126名社会
体育指导员进行了为期 11天的培训工
作。

经费保障有靠山。从2014年起，河
南省老年体育发展经费纳入了政府预算，
这为老年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
撑。2014、2015年企业和个人向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捐赠资金共450万元，全部用
于老年体育场地建设和宣传工作。

在过去的三年中，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始终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始终坚持认真学
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解决好老年体
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问题；二是始终坚持学
习和运用党和国家关于老龄工作的法规、
政策和条例，解决好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
依据问题；三是始终坚持参与和探索“大
群体观”实践，解决好老年体育事业发展
的合力问题，把老年体育作为一项关系建
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原的全局性、战略性
的大事，来认识、策划和运作，取得了辉煌
成绩。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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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大气污染指
数一度居高不下的焦作，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 9月 18日从该
市环境保护局获悉，通过对工业和燃煤
污染控制、北山治理、“污染围城”等的
集中整治，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好
转 。 8 月 1 日 至 9 月 17 日 ，焦 作 市
PM10、PM2.5 浓度均值环比分别下降
35.2%和 35.8%。尤为值得欣喜的是，8
月份31天空气质量全部为“优良”。

今年以来，焦作大气污染指数一度
居高不下，为了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双压力”转变为经济效益和环境质量
的“双提升”，焦作市痛下决心、背水决
战，铁腕治污。

7月16日，针对焦作空气质量依然
“好中较差”的不利局面，焦作市实施
“史上最严格”的关停和限产限排措施：
“土小企业一律关闭，未安装烟气监控
设施企业一律停产，重点排污企业一律
停产限排，重点排放行业一律限产限
排，施工工地达不到‘六个百分之百’一
律停工，重点道路全天保湿……”进入8
月份，焦作市又先后发出两个通知，细
化企业整治标准，对停产企业明确了严
格的复产要求。

大气污染来自方方面面，挂万漏一
就会影响成效。焦作市从“控污、控煤、
控尘、控油、控车、控烧和应急管控”7个
方面进行严控，实施了工业、燃煤、扬尘、

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秸秆焚烧、北山
生态和重点区域等8项攻坚措施，实现
了对污染源治理的“无缝覆盖”。

攻坚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目前，
焦作市完成了全市所有1220台10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拆改任务，比省定时限提
前两个月；完成24台燃煤锅炉烟气提标
治理，占总任务的92.3%；完成7台燃煤
机组超低排放治理，占全市装机容量的

82.7%；完成44家工业企业炉窑烟气提
标治理，占总数的84.6%。全市依法关
停企业1797家，限产限排重点企业164
家，查封黑加油站（点）756家。

9月1日，为期1个月的“垃圾围城”专
项整治正式启动，焦作全面治理城中村、
公路沿线、建筑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垃圾。
截至目前，全市核查建筑和生活垃圾308
万立方米，已清除241万立方米。③7

焦作:8月份空气质量全“优良”

河南老年体育叫响全国
8 月 19 日至 20 日，党

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会议

印发了我省以《凝神聚力克

难攻坚 努力推进河南老年

体育事业创新发展》为题的

书面交流材料。最近几天，

中央媒体齐聚郑州，集中报

道河南老年体育事业。河南

老年体育发展有什么高招和

亮点，引发如此关注？本报

今起开辟“健康中原”专栏，

详细介绍河南老年体育工作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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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郑州市

开封市

洛阳市

平顶山市

安阳市

鹤壁市

新乡市

焦作市

濮阳市

工程名称

林溪郡

迷你港湾

河南阳城养生苑一期工程

建业花园 2号院 1-7#楼、3#、5#

楼商业网点、幼儿园、地下车库

天河湾项目三期

孙李唐城中村改造安置房1#、2#楼

美卓广场项目

张庄·华阳峰渡9#楼

恒大绿洲九期

美景嘉园

天元中心

苗南村整体改造项目 3号地块
3#、5#、10#、12#楼

平顶山盛润广场北地块

恒大名都

锦绣花园31#、32#楼

豫北有色地矿科技大厦

中华世纪城

香山甲第6#楼

龙腾花园住宅小区1#楼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综合保健楼项目

鹤壁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

鹤壁市建业壹号城邦项目

名门俏江南项目

浚县科达清华园一区

丽都·水岸项目

西苑丽景项目

褐石公园一期

公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科隆大道（新二街—新中大道）段项目

焦作万达广场

市委党校扩建工程

金德利公馆一标、二标

太行名府二标段、三标段项目

濮阳市人民捡院察办案用房和

专业技术用房及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工程

中原油田天桥花园项目小区

濮阳市滨湖湾项目小区

建设单位

河南旭晨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优康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阳城养生苑有限公司

河南建业恒新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华盟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华盟置地有限公司

开封豪建职业有限公司

洛阳中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洛阳有限公司

洛阳嘉禾置业有限公司

洛阳天元置业有限公司

洛阳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平顶山盛润置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恒荣置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

安阳市建安置业有限公司

安阳市建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阳市天赐置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

鹤壁金山市政管理有限公司

鹤壁建业置业有限公司

淇县今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鹤壁市科达新城有限公司

新乡市牧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新乡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

新乡市中波置业有限公司

新乡保障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焦作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焦作市公共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濮阳市人民检察院

中原石油勘探局房产管理处

濮阳市恒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河南华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鹏鸿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祁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二建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鸿业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汇金建筑有限公司

安阳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瑞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佳兴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凯达建筑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
南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新
城建设有限公司；河南三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宝鼎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南阳建工集团；郑州一建集
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新乡市市政工程处

中建二局

河南中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明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标）

河南中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标）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标）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振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市瑞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新郑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沪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沪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金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金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建设监理中心有限公司

邯郸市四方建设监理公司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河南科维达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恒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豫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恒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立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永磊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天正建设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永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资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正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石油勘探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河南永磊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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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许昌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南阳市

商丘市

信阳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济源市

巩义市

兰考县

汝州市

滑县

长垣县

永城市

鹿邑县

郑州航空港

工程名称

欣馨家苑

恒大绿洲公寓C

三鼎大厦

许昌恒达金汇广场

电梯核心部件配套产业园1#、2#、3#楼

中投湾景国际

漯河海文国际企业中心

昌建东外滩三期

源汇区干河陈挂刀营城中村改

造项目一期（长江国际广场）

樱桃郭社区

三门峡市上村佳苑

博丰·明钻二期住宅小区

合鑫·中央公园住宅小区二期

天工集团办公楼

河南油田科研基地

华商大道改建项目

雪苑路（神火大道-归德路）

博林国际广场11#楼及整体地下车库

中国铁建领秀城福山园

双汇·欧洲故事昌建誉峰51#住

宅楼、四期地下车库

周口市东新区仁和家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东新区盛和家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新区安置区

建业十八城

红星国际广场

2014年开发区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

孟国平双语学校综合楼

半山春景11#、13#、15#楼

御景湾

兰考县凯旋城3#、5#、8#、9#楼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城中村

改造项目（一期）C地块

滑县宏达梦想城项目

滑县新泰龙城项目

亿隆滨湖新城一期

上海公馆

中央名邸三期

法姬娜公馆

法姬娜时代广场

兴港大厦

建设单位

许昌市惠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许昌帝景置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许昌恒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漯河中投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嘉铭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昌建中融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开心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临颍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湖滨区城市住宅开发公司

河南博丰置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浙商联盟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卓筑置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公路管理局

睢阳区公用事业局

信阳市博林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三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周口市东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周口星河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正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星海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济源孟国平双语学校

河南合生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兰考义杰置业有限公司

汝州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

滑县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城市宏达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城市印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鹿邑县法姬娜置业有限公司

鹿邑县法姬娜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河南省惠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开宇建筑有限公司，许昌第二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泰坤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锦源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天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商丘路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获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省置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州东风建设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鑫鑫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帝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济源一建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三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道口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博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天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鹿邑县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方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清宏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方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四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银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科扬建设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华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华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商丘东方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恒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四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四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泛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河南金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济源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济源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建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方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永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永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飞洋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新恒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元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大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自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各地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中涌现了一批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较好的工程，为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标准》贯彻执行，现列为
第一批示范项目，予以通报表扬。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号召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积极组织开展现场观

摩学习等推广活动，推动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取得更大
成效。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年9月19日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通报表扬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示范项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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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原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两国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青年交流不断增多。中法青
年领导者论坛在推动中法青年加
强沟通了解，打造青年精英对话机
制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
献。此次论坛以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为主题，在河南这个中华民族和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研讨这个
主题更有意义，必将对河南的文化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青年
最富有朝气和梦想，最应引领文化
风气之先，希望两国青年代表加强
联系和沟通，主动承担历史使命，
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
展。

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司长卢力
捷对邓凯的会见和河南的热情接
待表示感谢。他说，代表团的成员
大多都是第一次来到河南，但在两
天的时间里，河南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蓬勃的发展势头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河南作为中国
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传统文
化和现代化结合得很好，法国和河
南在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
作具有广阔的空间，我们愿意为推
进双方的交流合作做出努力。

外交学会副会长孙荣民介绍了
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的成立和发展情
况。③4

（上接第一版）四是组织动员全省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在科
普日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此外，当天上线的“科普中原
云”服务平台，将成为加强我省科普

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除了
在郑州科技馆举办六大主题展区活
动外，各市、县也将举办分会场，并
首次开通网络视频连线，为全省公
众奉上年度“科普大餐”。③4

邓凯会见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代表

2016年“全国科普日”河南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
强大合力；要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大
力发展科技金融，充分调动民间资
本，加快推进股权激励、分红激励政
策实施，激发科研人员和企业的创
新活力；要树立科技协同理念，充分
借助外部智力，发挥职业教育优势，
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在全省形成核心引领、辐射
带动、梯次发展、全面提升的创新发
展局面。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与会同
志作了互动交流。徐济超表示，这
次专题协商会就科技创新议题进行
协商座谈，形式很好、效果很好。大
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针对性，省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今后的工作中
认真吸纳，在科学制定规划、促进军
民融合发展、设立专项基金、建设人
才服务平台、建立创新智库、积极争

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打造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更多先进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
化，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着力
构建现代创新体系，突出抓好主
体、平台、载体、机制、人才等关键
环节，整体创新水平实现跨越发
展，创新发展引领作用不断显现。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障碍，营
造尊重科技、鼓励创新的社会氛
围；打造平台，激活主体，发挥企业
和市场的重要作用；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推进，在重大科技项目上取
得突破；扩大开放，外引内联，不断
提升自身实力和水平；形成优势，
做大龙头企业，使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为先进产品，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明确责任，强力推进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③4

促进科技创新 发挥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