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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尹沅沅 赵婷婷）近日，大范围雾
霾天气再次笼罩我国北方一些地
区。雾霾不仅影响了上班族的出
行，也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12月 19日，记者走访了省内一些
医院，请专家向公众介绍一些远
离雾霾危害、做好自我防护的知
识。

首先，须谨防原有呼吸系统疾
病“雪上加霜”。河南省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医师唐学义说，由于雾
霾颗粒中携带的多种致病菌会对
鼻、咽、气管等呼吸道造成破坏，一
方面会引发鼻塞、咽痒、痰多等各种

不适，从而增加感冒的几率；另一方
面，还会使患有哮喘、慢阻肺、肺气
肿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病情加
重。因此，唐学义建议，“在雾霾天
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一定要
佩戴专业防霾口罩；室内也要减少
开窗通风，有条件的家庭可选用空
气净化器。”

雾霾天气，眼睛防护同样不能
忽视。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治医师
吕天斌特别提醒，雾霾天出门要避
免佩戴隐形眼镜。“因为隐形眼镜大
多数为软性水晶胶镜片，极易吸附
灰尘，从而导致眼球过敏感染，严重
者还会造成失明。”吕天斌建议，有

近视、老花眼的人群出门应尽量佩
戴框架眼镜，并每天适当用人工泪
液对眼睛进行冲洗，以避免因雾霾
造成眼睛干涩或过敏。

婴幼儿免疫力低下，他们的健
康更易受到雾霾的影响。记者从郑
州市儿童医院获悉，近日该院四个
院区门诊量急剧上升，呼吸道疾病
的患儿明显增多。该院呼吸一病区
主任黄晗说，在出现雾霾天的情况
下，务必要让孩子减少户外活动，同
时要做好保暖。此外，冬季天气干
燥，一旦发现孩子咳嗽不止要及早
就医，谨防感冒发展为支气管炎或
小儿肺炎。②7

相关新闻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根据省文明办《关于做好2016年度
河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
荐评选工作的通知》（豫文明办〔2016〕37
号）工作部署，经过申报推荐、组织考评、
征求意见等程序，择优确定了20个河南
省文明城市（城区、县城）候选名单。为
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现将2016年
度河南省文明城市候选名单予以公示，
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话等方
式从公示之日起向省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16年 12月 20日—
12月26日

联系电话：0371-65902498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18号河南省

文明办创建处
邮编：450003

河南省文明办
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
候选名单（20个）

省辖市（3个）：

安阳市 商丘市 周口市

县级市（1个）：

林州市

县城（11个）：

兰考县 滑 县 孟津县

郏 县 罗山县 光山县

潢川县 郸城县 西华县

淮阳县 汝南县

城区（5个）：

郑州市中原区 开封市龙亭区

洛阳市西工区 洛阳市瀍河区

南阳市宛城区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月19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签署命令，授予临颍
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陈晓磐
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自2000年 10月从部队转业参加
公安工作以来，陈晓磐长期扎根农村
社区，爱岗敬业，秉公执法，无私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业
绩。他立足本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农村治安管理的新方法、新路子，创造
性地提出了“五步双网”工作法，有效
破解了农村治安难题，先后化解矛盾

纠纷 3000多起，处理上访积案 4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名，彻底扭
转了辖区治安混乱的局面。他一心为
民，长期帮助孤寡老人、困难群众，为
200多个留守儿童捐建“温馨家园”。
他曾获得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
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十佳政法干警”、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军
队转业干部等荣誉，荣登“中国好人
榜”“全国政法英模榜”，荣立一等功1
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在此之
前，陈晓磐还入选“全国公安楷模”，在
北京受到公安部的表彰。③6

□本报记者 吴烨 薛迎辉

“给自己盖房，心里有底，管吃管住，
每天还有100元工资领，这生活有奔
头。”12月15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西
李村乡李村社区建设工地，严自法告诉
记者。68岁的严自法是贫困户，和老伴
可以分得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提起
扶贫安置项目，老人直夸政策好。

李村社区是该乡规划的最大易地
搬迁扶贫建设项目，占地310亩，可为
625 户贫困户、1890 人解决住房问
题。其中一期工程 9月开工建设，预
计 2017年 3月搬迁到位。社区还有
幼儿园、超市、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

西李村乡位于豫西深山丘陵区，共

有14个贫困村，贫困人口5780多人，其
中4623人属于易地搬迁。由于出行不
便，为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该乡积极探
索和创新扶贫方法，把“输血”式扶贫转
化为“造血”式扶贫，在人口集中、乡村公
路沿线规划了李村、龙脖等10个社区。

“易地搬迁扶贫，不仅要搬得走、
住得下，更要能致富。”西李村乡党委
书记刘阳说，只有农民能就业，收入有
保障，他们才会在搬迁地扎下根来。

“多亏了雏鹰农牧生态养猪项目，
我今年已经脱贫了。”寨上村村民周红
伟高兴地说。前两年，周红伟妻子看
病花了八九万元，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在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书的帮助

下，周红伟申请到了雏鹰农牧生态养
猪项目的一个猪舍。“猪苗、饲料、设
备等都是公司提供，我只负责管理和
种植牧草，一栏200头猪，6个月可以
长到 200多斤，每斤我能赚 1.1元，一
茬下来能收入三四万元。”周红伟说。

周红伟只是众多获益于雏鹰农牧
生态养猪项目扶贫的一员。雏鹰农牧
在该乡流转了2.8万亩坡地，规划建设
860 个猪舍，采用“公司+农户”的方
式，可带动500多人就业。

坚持把增加群众收入作为脱贫攻坚

的关键，西李村乡结合各村实际，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除了生态养猪项目外，
雏鹰农牧饲料厂、玉露香梨种植基地、
油牡丹种植基地、肉牛养殖、500个光伏
蔬菜大棚等，也是我们大力实施的产业
扶贫项目，将来可为农民提供近千个就
业岗位。”该乡扶贫办主任李秦亮说。

易地搬迁极大改善了生活条件，
产业扶贫则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让贫
困户住得下、能致富。“明年3月以后，
就可以搬进新家了。”谈起未来的生
活，周红伟充满期待。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12 月 19
日，记者从省质监局了解到，日前，中
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等单位联合发布 2016年中国品牌
价值评价结果，我省怀山药、钧瓷、灵
宝苹果三项地理标志产品再次上榜。

其中，怀山药品牌价值达 268.03
亿元，在区域品牌初级农产品类地理
标志产品中排名第五；灵宝苹果品牌
价值为183.4亿元，排名第九。钧瓷以
240.7亿元的品牌价值，在区域品牌工

艺品类地理标志产品中位居第二。
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对提高产品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附加值起着重要作用，近
年来我省积极挖掘、保护地理标志产
品，新近培育了确山夏枯草、封丘树莓
等知名地理标志产品。经济新常态
下，我省大力推动地理标志区域品牌
建设，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逐年提
升，对推动区域特色经济快速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为加强我
省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中的文化软
实力建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12
月 17日，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
流协会与北京艺库文化投资管理公司
在郑州举行“亲情中华”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双方表示，将不断加强合作，为
河南籍海内外艺术家在全国、全球扩
大影响提供展示和服务平台。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推动当代艺
术发展为战略目标，发挥移动互联网

和新媒体在促进交流与沟通中的作
用，打造线上线下交流的新平台，打造
艺术文化小镇，开展学术展览、艺术培
训以及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方面
的合作。

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
会于2010年成立，旨在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增进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友谊与团
结，通过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提高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为建
设和谐中原作出积极贡献。③7

2016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
候选名单公示

临颍民警陈晓磐被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我省三项地理标志产品
品牌价值均达百亿级

“豫”文化新平台连接海内外
雾霾天，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挪出“穷窝”迈向新生活

走进河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之三

搞科研就像踢足球□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刘波 党鸿军

“搞科研就像踢足球，要盯着一个
目标不停地跑，贵在坚持”；“搞科研和
踢足球一样，都需要一个优良的团队”。

说这话的是中原学者、河南大学
特种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杜祖亮。他，还是河南大学“教授足球
队”的队长。

他和“教授足球队”，在足球场上
不停地奔跑；他和实验室，在科研赛场
上不停地奔跑……

12月19日，记者走进河南大学特
种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探秘
科学家怎样拿出踢足球的精神搞科
研，怎样开展创新研究，通过高科技改
变未来的生活。

一个前景广阔的产业
足球场上，足球是运动员追逐的

目标。
科研领域，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

科学家的研究方向。
电子信息和新材料、新能源等技

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等方面

至关重要。以光电显示、照明、传感和
光伏为主体的光电信息产业，已成为
电子信息产业中高成长、高带动的战
略性产业。

通过“十二五”的产业结构调整，
河南已发展为电子信息和高端制造业
大省，正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智能终端
研发生产基地，围绕智能终端和高端制
造布局了上万亿元的产业链。快速发
展的电子信息和物联网等新型产业已
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新支柱。“十三五”
发展对光电显示、传感和相应的新材
料、新能源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河南
对高性能光电信息材料和技术有着重
大急迫的需求。在实施中原经济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等系列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中，河南都把电子信息、新材料、新
能源等列为技术创新重点突破领域。

实验室瞄准河南及国家这些重大
迫切需求，针对日益凸显的自主创新
能力薄弱等关键问题，致力开展应用

于未来光电信息与能源等领域的纳米
材料与器件的基础及应用研究，旨在
为构建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技
术体系提供源头创新。

多年来，实验室围绕这个目标展
开科研攻关，先后承担完成国家973子
课题、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国家级项目70余项，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了系列SCI论文600余篇，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30余件，取得了一系列
原创性科研成果：量子点发光显示材料
与器件（QLED）（发展用于大尺寸超清
显示屏和智能手机屏以及高端照明的
新一代发光显示技术）、自驱动纳米光
电器件（面向物流网终端的高性能纳米
传感器）、结构增强光伏材料与技术（新
型高效薄膜光伏电池与技术）、纳米生
物诊疗技术与材料（量子点生物标记成
像、光动力治疗技术）。尤其是在
QLED研发方面，在蓝色发光这一关键
技术上取得了居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成
果：实现了蓝绿红三色量子点材料规模
化制备，建立了QLED器件构筑技术，

大幅度提高了蓝色QLED发光效率，使
红绿蓝三色发光效率超过10%。由于
QLED具有更高能效、更低成本、更纯
色度等突出优势，有望成为新一代发光
和显示技术，在智能手机、大尺寸超清
屏和高端照明领域形成新产业。这项
研究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
注，时任省委书记郭庚茂 2014 年、
2015年曾两次视察该项目，省政府专
门下发省长办公会议纪要，要求重点支
持、加快研发。QLED及自驱动纳米光
电器件等方面的研发也写进了河南省
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

一支精英荟萃的团队
要想踢赢一场球，队员的协作、团

结很重要。
要想在科研之路上走得更远，也

得有一支精诚合作、精英汇聚的团队。
实验室建立伊始就把人才队伍建

设放到首位。实验室的两位奠基者朱
自强教授和党鸿辛院士就是分别于
1985年从吉林大学和 1998年从中科

院兰州化物所引进到河南大学工作
的。两位先生分别来自东北和西北，生
前并不认识，都把生命最后的时光奉献
给了这片中原大地。他们为实验室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实验室
吸引了一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
学者，如李林松（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武四新（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日本筑波无机材料研究所）、赵伟利
（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白锋（美
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申怀彬（美国佛
罗里达大学）、程纲（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院）、赵勇（日本东京大学）等。

实验室在人才引进的同时，同样
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2012 年
实验室启动实施了旨在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A计划”，确定了 5名 40岁以下
的首批“A计划”人选，在资源配置上
全方位给予倾斜支持，力助青年人才
的快速成长。白锋、程纲两位“A 计
划”人选分别于2014年、2015年获得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在此基础上，2015年又启

动了“小a计划”，遴选了申怀彬等3位
35岁以下的青年博士作为重点培养对
象，进一步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如今，实验室汇聚、培养了一批具
有创新思维、追赶国际前沿的人才队
伍，有 1名中科院院士、2名国家优秀
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中原学者、5名
河南省特聘教授、5名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5名黄河学者/校特聘教授，是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依托这支
队伍建立了物理学、化学、纳米科学与
技术的硕士、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强有力地
支撑了物理学、化学以及材料科学等
学科的发展。

杜祖亮说，重点实验室是出高水平
科研成果的地方，更是高层次人才聚集
和培育的地方，我们要把“人才培养—
团队组建—平台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这样就可以实现“标志性成果—高层次
人才—特色方向”的高度统一。

采访中，杜祖亮多次深情回忆起
恩师朱自强和党鸿辛先生。

“科研没有捷径。要坐得住，要坚
持，要心无旁骛。”

先辈的言行教诲，“特功人”铭刻
于心；先辈的精神气质，实验室传承至
今。

12月19日，郑州市纬五路一小放学后，学生戴着口罩准备回家。19日郑州市教育局决定，全市小学20日
至 21日停课两天。当日，安阳市全市中小学也紧急停课，从19日中午12点开始，待红色预警解除后恢复上
课。③5 文/本报记者 杨万东 任国战 图/张涛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2 月 19日
晚，全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紧急会议
召开。会议指出，未来三天是大气污染
极重、空气质量最差的非常时期，此间重
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成效好坏，对今
明两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具有决定性影
响。为进一步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
工作，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决定，从12月 20日零点到22日
24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重污染天气
应对72小时统一集中行动”，尽一切办
法降低污染物排放，尽一切可能遏制空
气质量恶化。具体要求是“六抓”：

一抓企业停限产措施落实。由省电
力公司负责，组织各级电力部门，对照各
地报送的 2998家停产企业和 900家限
产企业名单，逐一调度企业用电情况，核
实停限产措施落实情况。

二抓工地停工措施落实。由省住建厅
负责，对照各地报送的已经停工的5461家
工地，组织各级住建系统，进行地毯式核
查，确保全省工地（民生项目除外）停工到
位。停工包括土石方、建筑拆除、混凝土浇
筑、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等施工作业。

三抓机动车违规上路。由省公安厅负
责，组织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机动车专
项执法行动，在城市建成区主要出入口设
置卡口，严厉查处渣土车、黄标车违规上路
行驶，对于违规上路渣土车，一律查扣；对
于黄标车，直接进入淘汰报废程序。安阳、
焦作等已经实行机动车限行的市县，要开
展车辆管控上路执法行动，严厉查处机动
车违规上路行驶。

四抓企业违法排污。由省环保厅负
责，组织各级环境监察、监控部门，对未停
产的重点排污企业开展明访暗查，对偷排
漏排、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企
业，顶格处罚，并将责任人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查处。

五抓大气违法违规行为集中连续曝
光。由省环保厅负责，对本次集中行动
期间发现的问题，活动期间连续曝光，形
成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氛围导向。

六抓僵尸企业滥竽充数。由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政府，郑州航空港管委会负
责，对所报重污染天气管控清单中的停
限产企业和停工工地名单进行再次核
实，坚决去除长期停产、长期停工的僵尸
企业、工地，坚决防止滥竽充数。②2

应对重污染天气

全省开展72小时集中行动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