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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0月 25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了《河南省省级会议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指出，从即日起，对省级会议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
批，会议费综合定额每人每天最高不超过600元。

根据《办法》，我省省级会议分为四类。其中，一类会
议包括省党代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全会、省劳模
会；二类会议包括省委全委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常委会会议、省纪委全会等；三类
会议包括省直部门召开的全省性工作会议等；四类会议
包括小型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等。

一、二类会议会期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准的会议天数
确定，三、四类会议原则上不得超过1天。传达、布置类
会议优先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以降低
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

省级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伙食费、住宿费及公杂
费。标准如下：一类会议每人每天600元；二类会议每人
每天550元；三类会议每人每天450元；四类会议每人每
天400元。省直部门应当严格执行会议标准，住宿用房
以标准间为主，不得安排高档套房；会议用餐安排自助餐
或工作餐，严禁提供高档菜肴。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谭勇）10月 25日，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寻找河南当代最美建筑活动获奖项目新闻发布
会。此次活动共评选出125个最美建筑，其中，郑州二七
纪念塔等10个项目获得“河南当代最美建筑·一等奖（标
志性建筑）”。

获得“河南当代最美建筑·一等奖（标志性建筑）”的
有：郑州二七纪念塔、郑东新区CBD核心建筑群（千玺广
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河南省艺术中心）、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T2航站楼、河南省博物院、绿地中心·双子塔、郑
州高铁东站、中原福塔、洛阳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开
封清明上河园建筑群。

此外，郑州大学新校区建筑群等50个项目获“河南
当代最美建筑·二等奖”；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校区建筑
群等40个项目获“河南当代最美建筑·提名奖”；洛阳泉
舜财富中心购物中心等 25个项目获“河南当代最美建
筑·网络人气奖”。③7

□本报记者 李林

10月 25日，记者从郑州市规划局获
悉，郑州第三客运站——郑州南站“芳容”
初现，设计规模为16台32线，堪比郑州东
站。

尽管该规划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此
次政府部门向外界公布诸多细节，预示着
好事将近。相关人士评价，此举对以交通
区位为核心发展优势的郑州而言，意味着
米字形高铁格局的形成拥有了强力支撑，
并将进一步形成空铁“双核”驱动格局。

按照规划，郑州南站位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距新郑机场5公里，区位
条件优越。依照“均衡布局、方式衔接、系
统优化”的原则，郑州南站将形成对接国

际、国内、省内及市域交通四个层次的“四
枢、多站”客运枢纽布局。

作为郑州市第三客运站，郑州南站规
划接入郑万铁路、郑阜铁路、郑洛登城际铁
路及轨道交通等重要线路，成为融合高铁
物流、动车修造、空铁联运等诸多功能的特
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该站还规划配套
了高铁物流基地、国际动车所、城际动车
所和动车修造基地。

“目前郑州火车站为综合站，西站以货
运为主，东站以高铁客运为主，未来南站将
是高速客运、货运的中心，是东站铁路功能
的延伸，更是未来中原城市群10个城市城
际铁路的中心站。”郑州市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作为郑州四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郑

州南站及配套的公路客运站、公交枢纽站
和轨道交通换乘站，定位于郑州市第三客
运站，主要服务于黄河以南地区快速铁路
客流、物流的集散和中转。

“依托郑州南站，郑州将打造高铁物流
基地，并将成为内陆地区连接国际的航运
节点、国际高效物流中心、国际快运多式联
运综合交通枢纽、中国高铁物流创新示范
工程和全国高端产业集聚中心。”上述负责
人说。

同时，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南站与机场将联袂构成空铁“双核”驱动的
优越格局，通过航空、高铁、公路、轨道交通
等多种便捷的交通方式，汇集全国乃至全
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形成郑州
市乃至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②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0月 25日，郑州市交警支队
对多次交通违法逾期不处理的车辆进行通报曝光，交通
违法次数超过30次的货运车辆共97台，交通违法次数
超过100次的私家车共147台。警方表示，这些车辆长
期拒不处理交通违法，如不尽快处理，警方将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郑州交警部门通报显示，郑州一众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所属车辆豫 AC5866 货车，交通违法未处理次数达
294 次，居货运车辆交通违法榜首；车主娄根喜的豫
AP2803机动车，交通违法未处理次数达730次，居私家
车交通违法榜首。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称，上述被通报的车辆
存在闯红灯、超速、违法停车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且长
时间不去处理，不缴纳交通违法罚款，严重扰乱了正常的
交通管理秩序。如果群众发现长期不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的车辆，可拨打110向警方举报。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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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河秋糖会现象：拿奖很任性，发展很稳定
两项大奖，宋河以实力

赢得荣耀

秋糖会期间，各项大奖相继颁出，
作为豫酒领军品牌之一的宋河酒业不
负众望，接连斩获两项大奖，令业界同
行羡慕不已。

10月 17日，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
主办、微酒新媒体承办的“大品类与大商
机——2016酒业经销商转型之道”论
坛盛大开幕，宋河酒业得到了与会厂商
的高度关注和赞誉，荣获“中国酒业品
类贡献奖”。主办方在给宋河酒业的颁
奖词中称：“它产于老子故里，道家思想
和智慧赋予其灵魂，酿酒文化与道家哲
学密切相关。旗下国字宋河坚持道法
自然的原则，因自然发酵、自然蒸馏、
自然储存、自然生香而独创全新白酒
品类——‘自然香’，它就是以中原厚重
之文化邀世界干杯的宋河酒业。”

据了解，去年秋糖会上，宋河的“自
然香”就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荣获“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一
年的时间里，宋河“自然香”越来越深入人
心，因为“自然香”概念的提出，能够让消
费者非常简单而又清晰地了解传统酿造
白酒的特质，及其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
文化传承和酿造技艺，所以“自然香”也自
然而然地成了宋河酒业营销变阵的一项

利器，让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酒类品牌
中清晰识别，继而成为忠实的粉丝。

10月17日下午，“跨界联盟喜动中
国”第二届中国喜庆产业峰会盛大开幕，
宋河国字六号荣获“2016中国十大喜酒
明星产品”，成为中国喜酒市场新宠。作
为宋河酒业旗舰产品，国字六号瓶身以
喜庆的“中国红”为主，配以金色的盖子和
其他装饰，恰似一位凤冠霞帔的新娘，虽
然价格不菲，但这几年随着消费升级，频
频被消费者选为婚礼、做寿等喜宴用酒，
在河南高端喜庆用酒市场一直占据行业
老大的“江湖地位”。另外，宋河酒业在业
内一直有“送和”之称，喜宴上喝宋河，代
表了以后生活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

此次 2016年度“中国十大喜酒明星产
品”的发布，是通过消费者投票和行业专
家推荐产生，而国字六号得以入选自然
是意料之中，理所当然。宋河酒业总裁
王袆杨女士认为，国字六号此次能入选

“中国十大喜酒明星产品”，是消费者对宋
河的认可，未来国字宋河在迎合消费者
消费升级需求的同时，客观上也会促进
该细分市场的价格进一步升级，体现一
个区域市场领军品牌的担当与责任。

稳字当头，宋河以坚持
赢得发展

秋糖会开幕前夕，宋河酒业专门

邀请前来报道会议的省内外媒体记
者，在福州市西湖大酒店举行了一场
温馨的媒体见面会，河南省酒业协会
会长熊玉亮、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作
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当天的见面会，并
作了精彩发言。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酒类媒体的记
者，王祎杨说，酿出消费者喜欢的好酒
才是酒企安身立命的核心所在。宋河
酒业的工作重心是以消费者为核心，
所有产品的口感、包装、营销转变、经
销商服务都是围绕消费者来开展。
2016年前三个季度，宋河酒业整体情
况平稳，其间也围绕消费者做了很多
工作，比如“白酒爱上小龙虾之虾尾蘸

酒”活动、“畅饮宋河酒,云游老君山”
活动、“万人齐聚老君山，共享宋河养
生宴”活动、“鲤鱼跃龙门公益手游活
动”、“432 位唐王点赞宋河活动”等，
通过与消费者互动，一来让消费者深
度体验了宋河产品的品质，二来增加
了消费黏性，效果很不错。在未来的
发展中，与消费者互动是宋河要坚持
做的事情，并且要落地开花。

会上，来自河南日报、大河报、新
食品杂志社、糖烟酒周刊杂志社、微酒
新媒体的记者，也对宋河前三个季度
的发展给予了极大肯定，尤其是通过
一系列与消费者互动的活动，为品牌
赢得了活跃度和关注度，在豫酒中表
现特别突出，也最令大家期待。同时，
大家也对宋河提出了新的期望，希望
宋河进一步加大与消费者互动活动的
策划和执行，让消费者每时每刻都能
体会到它的成长和进步，为企业和品
牌成长赢得更多空间。

最后，蒋辉对本次座谈会作了总
结。他说：“前三个季度，宋河品牌活
动、营销活动不断，可以说是豫酒中最
活跃的品牌之一，这得益于宋河所拥
有一流的基础设施条件、一流的经营
管理团队、一流的技术力量，在当前豫
酒振兴阶段显得格外难得，已经成为
豫酒发展的一面旗帜，希望宋河再接
再厉，为豫酒崛起再立新功！”

10月20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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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艳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最近，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气温大幅走低，
一条“拉尼娜来了，当心今年冬天把你冻哭”的
消息，开始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疯狂转发。
什么是拉尼娜？它真的来了吗？这种气候现
象又会对我省产生哪些影响？10月24日，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省气象局相关专家。

影响：出现冷冬几率较高
拉尼娜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指赤

道太平洋一些区域的海水异常变冷的现
象。通常来说，拉尼娜现象总是紧随厄尔尼
诺现象出现。根据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的判断，我国自今年7月已进
入拉尼娜状态，预计秋冬季将发展成为一次
拉尼娜事件。拉尼娜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导
致部分地区秋雨偏多，冬季全国大部分地区
气温偏低、降水偏少，易出现冷冬。有统计
显示，自1954年以来，在拉尼娜影响的年份
里，我国冬季偏冷的比例超过80%。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拉尼娜有可能导致

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冬旱。2008年 10月至
2009年2月，我国北方冬麦区12个省份遭遇
数十年罕见的秋冬连旱。其中，我省自2008
年 10月下旬起，连续100多天无有效降雨，
遭受自1951年以来的最大旱情。国家气候
中心专家认为，此次旱情的根本原因，正是拉
尼娜现象和全球大气环流异常的共同作用。

应对：播种抗旱抗冻小麦
“出现拉尼娜现象，也并不意味着绝对会

发展成拉尼娜事件。”省气象局气候中心高级

工程师张善强说，按照拉尼娜通常的发展规
律，我省在9月和10月应该多雨，但实际上
我省自今年8月中旬以来降水总体偏少，多
地出现干旱，直至近期才出现大范围降水。

另据省气象局分析，近期我省的降温降
水天气，主要是由于超强台风“海马”外围的
偏东气流和内蒙古到宁夏一带的冷锋向东
南方向移动的共同作用，不能简单理解为拉
尼娜的影响。

不过，气象专家也表示，有迹象表明我
国可能于今年12月出现一次弱到中等强度
的拉尼娜事件。我省应提前做好准备，防范
今冬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此外，受冷空气
影响，本周我省将持续连阴雨天气，气温降
低，这会对冬小麦播种、生长造成不利影
响。降水较多造成土壤偏湿的地区，要及时
松土通气，破除板结，促进小麦根系生长，同
时要及早查苗补种，疏苗移栽，确保苗全苗
匀。②7

▶10月23日，林州市太行山区，一只
喜鹊站在挂满金黄色柿子的树梢上。金
秋，南太行层林尽染，漫山遍野的秋色让人
流连忘返。⑨6 王子瑞 摄

▼10月 24日，位于嵩县境内的白云
山景区万叶飘丹，游人在丝丝秋雨中感
受别样秋韵。⑨6 牛原 摄

秋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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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里
郑州南站
距新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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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党瑶

30公里
郑州南站
距郑州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