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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

11月 15日，郑州市集中供暖大幕
拉开。当天，全市供暖热源与主干网运
行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不热的状况。
在未来 4个月的供暖期，不少市民关
心，如果家里遇到暖气片不热的情况该
怎么办？今冬是否有新的解决方法？

专管员进小区
用热难题可多途径反馈

今冬，郑州市新增供热面积 700
万平方米，供热总面积超过6000万平
方米，在长达4个月的供暖期中，各种
用热问题都可能出现，为此，供热部门
不仅开通了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0371-68890222）、郑州热力微信公众
号客服平台、邮箱（zzrlkf@163.com）和
短信平台（0371-60533336），还在绝大
部分小区都安排了供热专管员，居民
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反映。

“派出供热专管员，主要是为了
在市民与供暖企业间建立一座桥梁，
与热线电话、微信平台相比，专管人
员与社区居民的距离更近，更有利于
了解和解决现场发生的问题。”郑州
市热力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专管

员管理的方式尚在探索期，如遇棘
手问题一时未能解决，也希望市民
能够理解。

记者了解到，热力公司已建立了
快速处置应急机制，一旦出现供热突
发事件，将启动相关预案的应急响应，
并及时通过新闻媒体、短信提醒、小区
张贴通告等方式告知用户。

此外，该公司还成立了50个社区
服务队，全面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力争
及时解决管网爆裂、用户家中不热等
问题。

300个室温监测点
冷暖远程可知可控可调

11月 15日一早，郑州鑫苑名家社
区居民王先生家的室内温度已达到19.5
摄氏度，此刻，远在城市的另一端——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的远程监控中心
内，同样实时显示着王先生家中的用
暖情况。

“我们在全市选择300个家庭，安
装了室温监测装置。”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今年的一
个新尝试，居民家中的室温监测装置
与热力公司的后台相关联，工作人员
在后台可以实时监测居民家中的室

温，为精细化调节提供了依据。
记者在王先生家中看到，用于监

控温度的仪器非常小巧，每个房间的
分机仅有火柴盒大小，但功能十分强
大。通过数据传输，后台不仅可监控
到居民家中的供暖温度，还可以进行
在线调控，这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提
升居民用暖的新方式。

据悉，目前郑州市1438座热力站
中，1370座已实现了远程监测监控，占
总站数的95%。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
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实时监测热力站的
供水、回水压力，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
调节。②7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武鹏亮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
一场与死神的竞速——11 月 14
日，为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许昌、郑
州两座城市的交警和医护人员联
手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生命接
力赛”。

14日下午，家住许昌县张潘镇
前汪村的小姑娘汪馨宁突然病情恶
化，肺部半侧已有呼吸衰竭症状。
许昌市中心医院专家诊断建议：立
即转诊至省会医院救治。

当日 17时许，省人民医院 120
急救车驶入京港澳高速。由于担心
下班晚高峰交通拥堵，小馨宁的家
属向许昌市交警部门求助。

接到求救电话，许昌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警务综合室副主任
张俊涛立即向值班领导、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政委任伟民汇报。
任伟民当即要求张俊涛驾驶警车
作为引导开道车，全力保障 120急
救车快速、顺畅通行。

在寻求交警帮助的同时，小馨
宁的家属又向许昌 926 交通广播
求援。许昌 926 交通广播立即启

动应急广播机制，直播间中断正常
节目，呼吁广大车友主动避让救护
车辆。

在各方努力下，一条抢救生命
的“绿色通道”瞬间畅通。从许昌
五一路到八一路，从许州路到京港
澳高速许昌站入口，一路上许多车
辆或靠边或慢行，为警车和急救车
让行。19时 30分，在警车引导下，
120急救车一路绿灯驶入京港澳高
速公路。

为确保 120 急救车能顺利到
达郑州，许昌 926交通广播与郑州
人民广播电台 91.2 调频台取得联
系，希望做好急救车下站后的交接
工作。91.2 调频台迅速与郑州市
交巡警沟通。20 时许，郑州市交
巡警一大队民警赶往黄河路沿途
巡逻，加强疏导，郑州交巡警四大
队摩托车开道，确保救护车通行
顺畅。

在郑州交警的引导疏通下，120
急救车从下高速到抵达省人民医
院，仅仅用了 10分钟，为抢救小馨
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1月 15日 15时，汪馨宁的姑
姑向记者表示，小馨宁目前已经脱
离危险，病情稳定。③3

郑州集中供暖正式启动

你家的暖气片热了吗？

本报讯（记者 李林）11月 15日，郑
州市热力总公司二马路锅炉房实现“煤
改气”的“变身”，加入到绿色供暖的行
列中。自此，郑州市区民用集中供暖彻
底告别燃煤锅炉。

二马路锅炉房承担着郑州火车站、
二七广场两大商业区的供暖任务。原
有的4台燃煤锅炉投产于1992年，已服
役24个年头，存在着设备老化、锅炉运
行效率低、环保设施技术落后等问题，
供热能力也不能满足周边热负荷的需
求。此次“煤改气”工程于今年 4月 19
日开工建设，11月13日，项目一次点火
成功。实施“煤改气”后，该锅炉房每年
可减排粉尘 82.34吨、二氧化碳 122.37
吨、氮氧化物323.87吨。

据介绍，郑州市近年来大力推进
“气化郑州”和蓝天工程的进程，分别完
成了“新密裕中”“荥阳国电”两大“引热
入郑”工程和东明路等多家热源厂的

“煤改气”工程，每年可节煤60万吨，减
排烟尘 7655吨、二氧化硫近 2万吨，将
有效减少市区大气污染，改善采暖季空
气质量。②7

两座城市 一个心愿

接力为孩子开辟“生命通道”

南阳理工师生联手救落水儿童

绿色供暖减少污染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刁良梓
通讯员 高芳放 罗新宇）“感谢你
们不顾个人安危，跳进冰冷的湖
水救援，让我儿子拥有了第二次生
命。”11月 14 日，张女士带着鲜花
和锦旗，来到南阳理工学院，当面
感谢救人英雄。

11月 13日 9点半左右，南阳理
工学院校园公交 14号车司机华成
普开车经过望月湖，听见有呼叫
声，只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水中挣
扎。“有人落水了！”华成普没有多
想，立刻将校园公交车停靠路边，
来不及脱掉棉衣，一个箭步冲过
去，跳入 2 米多深的湖水中施救。
此时，水中的孩子已经离岸边 2米
多远，华成普迅速游过去，抓住孩
子的衣服将其托出水面。由于衣
服吸水后增重，华成普游到岸边想
借助斜坡上岸，却因青苔湿滑屡次
失败。

此时，该校张仲景国医国药学
院的大一学生钱据霖也跳入水中，

合力将落水儿童托举到岸边。见
此情景，岸上的学生脱下衣服，把
衣服拧成一股绳将孩子拉上岸。
之后，距离岸边稍远的华成普已经
耗尽了力气，不得不拽住钱据霖的
书包，钱据霖则脚踩斜坡、双手紧
紧拽住岸上同学递来的衣服，两人
才上了岸。

救完人后，华成普坚持开车
把乘客们送到新校区终点站，才
回到住所换下湿衣服。钱据霖回
到宿舍后，发现手机因进水无法
使用，腿部也被擦伤。

孩子的母亲张女士赶到现场，
看到孩子已被救上岸，含着泪说：

“我希望把参与救人的人都找到，当
面感谢。”

“参与救人的其实是个团队，不
只我和华师傅两个人。”钱据霖说，
当时参与岸上接力的，除了同学张
宗纬和学校后勤管理和服务中心的
党总支书记何云亭，还有一些不知
姓名的同学。③7

700万平方米
今冬，郑州市新增供热面积
700万平方米，供热总面积超
过60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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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郑州市1438座热力站中，
1370座已实现了远程监测监
控，占总站数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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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石化集团改革发展整体部署，中石化
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整合重
组事项已经实施完成，为减少控股级次，理顺控股关
系。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
定程序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公司吸收合并河
南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待吸收合并完
成后河南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公司将作为
经营主体对吸收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本公司，即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

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常兴浩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3.住所：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199号4层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6001384XP
5.注册资本：88629.95万元
6.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工程技

术研究与应用；油气藏综合研究与服务，地质设计；
油气集输管理与技术服务；井筒工程设计、施工与技
术服务；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
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服务及业务培训；井筒工程技
术研究与实验；机械设备租赁；设备、管具、机械的修
理和保养；气体矿产勘查：乙级；固体矿产勘查：乙
级；地质钻探：乙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经营情况：截至2016年 10月 31日，公司总资
产554826.13万元，总负债308932.79万元，2016年

半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4191.78 万 元 ，净 利
润-31221.16万元。

（二）被合并方：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袁建强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3.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北街21号1-12层

1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60021452P
5.注册资本：25000万元
6.经营范围：钻井、修井、完井、测井、测试、录井、

井下作业、资料处理、储层技术服务；井筒工程设计、
施工、技术服务；设备、管具、机械维修和保养；机械

设备租赁；对外承包上述工程服务；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的除外）。

7.经营情况：截至2016年 10月 31日，河南公司
总资产 222080.47 万元，总负债 202310.18 万元，
2016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8048.30 万元，净利
润-34419.70万元。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吸收合并基准日：本次吸收合并基准日

2016年10月31日
（二）吸收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河南公司予以

注销。吸收合并后，本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以及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不变。

（三）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

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四）各方分别履行各自法定审批程序，获得批

准后，将正式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具体实施合并程
序，各方将积极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和相关资产的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依法定程序办理被吸收合并公司
的注销手续。

（五）合并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续方案
吸收合并后，河南公司拥有或享受的所有资产、

债权、利益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债务全部转移至本公
司，本公司承续河南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因吸收
合并而解散前与相关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的主体均变
更为本公司，权利义务全部由公司承续。

三、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后有利于公司优化管理架构，减

少管理层级和核算层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
本。

河南公司作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
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11月 13日晚8时左右，长垣福彩管理员
接到电话：“刮刮乐中 20万元去哪领奖啊？”
经过沟通，得知李先生购买的福彩刮刮乐“足
球盛宴 5元”中得了一等奖。11月 14 日下
午，李先生早早地来到了长垣福彩兑奖处，李
先生接触彩票多年，尤其热爱福彩刮刮乐，每
天都要刮上几张。李先生走进41078805投
注站先买完双色球彩票后，在业主的热情推

销下就拿了2张“足球盛宴5元”，没想到第二
张就刮中了 20万元。投注站业主也兴奋地
说：“真想不到这大奖一直藏在自己站里这么
长时间，早知道我自己刮了，看看我天天守着
大奖过啊。”

该彩票色彩鲜艳、立体感强，票面上的足
球场、足球、奖杯、欢呼雀跃的球迷等生动地
再现了比赛场面。

双色球第 2016133期，驻马店市彩民中
得一等奖一注，二等奖三注。中奖消息迅速
在该市传开，彩民在羡慕的同时也加入了购
彩的热情中。

一等奖是在41780616投注站中出的，这个
站点位于驻马店市平舆县。当我们来到
41780616站点了解情况时，看到站点门口的一
块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着“特大喜讯，恭喜我店
彩民中出双色球一等奖580万元”,门口吸引了
很多围观的市民。一位年轻的女销售员热情地

介绍，这位幸运的彩民是位男士，他来到投注站
没有过多地和销售员沟通，从钱包里掏出10元
钱，让销售员给他机选5注双色球，之后拿着彩
票就离开了。“这位彩民不是我们站点的常客，也
许是路过我们站点，看到门前写的双色球今晚开
奖，想着买几注试试运气吧。”销售员说。很多时
候，就是这不经意的试试看，好运也就来到了。

当天的41780616站点格外热闹，站点内
很多彩民都想沾点喜气，纷纷选号、投注，希
望好运气也会降落到自己身上。

长垣彩民刮中5元刮刮乐“足球盛宴”头奖20万元

驻马店双色球喜出大奖！

“通过研读有关文章，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次党代会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增强了做好年终工作的动力和信心！”近日，周口项城市
供电公司监察部主任袁海清在谈学习体会时说。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采取灵活多
样的学习方式，在项城供电公司上下掀起了学习热潮，为进一步做好工作注入
了新的精神动力。充分利用电子屏幕、宣传橱窗、“两学一做”微信群、公司官
方微博、公司内网网站作为宣传阵地，转载有关文章，全方位、多渠道传达会议
精神；还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岗位职责、同业对标及全年工作任务相
结合，发出向年终目标冲刺的冲锋号，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朱培波）

掀起学习高潮 奋力冲刺目标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时，在郑
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10楼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一、巩义市竹林力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45%国有股权。

二、巩义市竹林金竹商贸有限公
司45%国有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
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于2016年 10月18日在《河南日
报》发布的《国有股权转让公告》（中
原产权告字[2016]29号、30号），或登
录 其 网 站（http://www.zycqjy.
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6日

拍卖公告
豫拍[2016]第108期（总1322期）

11 月 14 日，汝阳县
王坪乡孤石小学教师孙克
会和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新
修的公路上，心里乐开了
花。身有残疾的孙克会
老师在大山里度过了 40
个春夏秋冬，为了这里的
孩子能接受良好教育，他
最大愿望是把村里通往
学校的老桥、道路修建一
新，确保学生安全出行。
该县农村公路管理所得
知他的想法后，组织人员
经过 10 多天紧张施工，
圆了这位山区教师的修桥
梦！⑨6 康红军 摄

小学教师
的修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