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到广州的高铁将首次延长至珠海

车次变化

郑州至北京一站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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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从4月 16日
零时起，郑州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新增“一站直达”高铁、热点城市到站
等客运产品，优化增加快速集装箱班
列、普快货运班列等货运产品。这也
是继今年1月5日调图后，全国铁路部
门年内的第二次调图。

郑州至北京一站直达

新开行的郑州至北京一站直达高
铁，共有三趟，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
段，北京回郑州也是如此，时间从目前
两地之间最快的2小时31分，压缩到
2小时 24分，节省了石家庄站减速停
车的时间。

从省会跨省一站直达北京的高
铁，在全国也不多见。铁路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三趟一站直达高铁安
排早中晚的时间点，是经过调研，结合
旅客出行时间规律设定的。

郑焦城际增加1对列车

目前，我省正在运营的三条城际
铁路中，郑焦城际每天开行12对列车，
每日发送旅客1万人，节假日更是一票
难求。此次调图后，通过既有京广线
部分普速列车的淡季停运，优化郑焦
城际铁路的运行，并增加1对列车，以
缓解两地间客流不断上涨的局面。

此外，商丘去北京也更加方便，从
原来两地间的 1.5 对列车，增加至 2
对。此次调图，加大京广高铁、郑徐高
铁联运力度，新增 G801次北京西至
商丘高铁列车，早 9:15 自北京西发

车，13:36到达商丘，全程运行时间仅
4小时21分，较以前列车省时24分。

高铁推出组合型产品

此次调图后，郑州铁路局在武汉、
汉口、天津西、杭州东等站，通过采取
快捷中转换乘、车票一次性联程发
售的形式，推出组合型高铁客运产
品。比如：郑州东~厦门(北)间利用郑
州东~杭州东 G1892/89 、G1890/1
次和杭州东~厦门(厦门北)D3233/18
次接续出行。

此次调图，部分车次的运行区段
也有所调整。比如，部分车次延长至
珠海、长春、赣州、南通等方向，最为
引人关注的是，郑州到广州的高铁将
首次延长至珠海，根据调图计划，广

州南~郑州东G542次延长至珠海;郑
州东~广州南G545次延长至珠海。

郑州至昆明增开高铁

此次调图中，郑州铁路局首开由
该局担当的昆明方向的高铁，加上
之前由昆明铁路局担当的郑州至昆
明高铁，两地间的始发终到高铁，达
到 2对。

据悉，宝鸡至兰州的高铁预计今
年7月 1日开通运营，届时，从郑州将
增开至兰州和乌鲁木齐方向的高铁。
而另外一条高铁西(安)成(都)高铁，有
望在今年 10月份开通运营，届时，郑
州将可通过郑西高铁线路，与西成高
铁相连，并开通郑州至成都的高铁，预
计运行时间在6个小时以内。②9

据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
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了
显著成效。实践证明，“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
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
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
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
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
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
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
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
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

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
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6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肯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深刻阐明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
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推
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在真学
实做上深化拓展，注重融入日常、抓在
经常，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章党

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增强“四个意识”，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
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
作用合格。要更好发挥“关键少数”示
范带动作用，用有效制度机制推动领
导干部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带头旗帜
鲜明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带头
严格自律，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
明导向，把“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
课”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持下去，抓
好基层支部相关制度建设，夯实党的
组织基础。要完善查找解决问题的长
效机制，经常进行党性体检，深化问题

整改，在补齐基层党建短板、解决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上持续用
力。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
融合，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
动力，凝心聚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
长赵乐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
指示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要在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中，不断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做到学思践悟、学做结合、知行合一。
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功能、组织优势、
组织力量，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
的基本建设，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为
实现党确定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本报讯（记者 郭戈）记者 4月 14
日获悉，我省第二大独立焦化企业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金马能源”）日前正式向香港联合
交易所递交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申
请，融得资金将用于建造焦粒造气设
施、投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

据悉，金马能源的厂区位于济源
市虎岭产业集聚区，是一家焦炭生产
商及焦化副产品加工商。按照 2015
年的焦炭产量统计，该公司是全省第
二大独立焦化企业。在省内所有的独
立焦化企业中，金马能源分别是第一
和第二大粗苯及煤焦油生产商，以及

最大的煤气生产商。
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16年末，

金马能源每年可生产210万吨焦炭，分
别加工约12万吨粗苯及18万吨煤焦
油，并生产约10亿立方米的煤气。业绩
方面，2014年至2016年，其收入分别达
25.64亿元、22.45亿元及32.99亿元，其
中焦炭销售是占比最大的收入来源。

金马能源表示，该公司拟进一步
拓展价值链至生产下游能源产品，主
要是液化天然气，并于今年一季度开
始液化天然气设施的施工，预计明年
一季度可开始液化天然气的商业生
产，项目总投资约6.415亿元。③7

本报讯（记者 谭勇）4月 14日，第
十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大
会在北京举行，我省两项工程榜上有名。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由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于1999年设立，原为每两
年评选一届，自2003年改为每年评选
一届。第十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总共有29项工程项目获奖，其中建
筑工程9项，桥梁工程4项，铁道和隧
道工程各2项，公路工程3项，水利水
电和水运工程各1项，轨道交通工程3
项，市政工程、燃气工程、住宅小区和

国防工程各1项。
据了解，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坚持弘扬科技创新精神，注重发挥科
技奖励激励、导向、促进作用，鼓励自
主创新与新技术应用，致力于引领、促
进土木工程行业科技进步。获奖工程
反映了我国当前土木工程在规划、设
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最高水平以及
科技成果的创新与应用。

据悉，我省入选的两项工程分别
是郑州东站（建筑工程）和郑州市天然
气利用工程（燃气工程）。③7

习近平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
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全国铁路再调图

郑州至北京开通一站直达高铁

第十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揭晓

我省两项工程榜上有名

我省第二大焦化企业启动香港IPO

4月16日，郑州东站到昆明南站的G1537次高铁满载着556名旅客，在郑州东站首发，列车上正在表演河南豫剧。
这是全国铁路调图后，郑州东站到昆明南站新增的首趟旅游高铁列车，到达昆明仅需10个多小时。⑨7 王铮 张强 摄

中国古代，位于东南沿海的居民
依海而生，船只成为他们与外界贸易
与交流的工具。千百年来，他们利用
与大海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造出各式各
样的船只。

时光荏苒，古船早已没入尘埃，但
“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不断传承发展。

4月15日18时许，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旗下的“中远荷兰”号在经过天津、
大连和青岛之后，缓缓驶入上海洋山深
水港。装卸货之后，“中远荷兰”号预计
于16日19时从洋山港出发远赴欧洲，
续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传奇。

作为一艘超大型集装箱货轮，“中
远荷兰”号长366米、宽51米、高67米，
一次可装载13386个标准集装箱。它
装载能力强，油耗水平低，总体性能优

越，达到国际同类型船先进水平。
这艘连接中欧的巨型货轮将从上

海出发，途经宁波、新加坡、希腊比雷
埃夫斯、荷兰鹿特丹等沿线港口，预计
5月底抵达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截至目前，中远海运集团在全球
投资经营着48个码头，绝大多数分布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连点成
线，这些码头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航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
不同国家间的贸易交往。

从古人扬帆到如今巨轮远航，海
上丝绸之路在见证一次次远航的同
时，把中国与世界通联。中华文明与
世界文明不断交融，共同书写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中远荷兰”号4月16日电）

从古船扬帆到巨轮远航
——中远海运开拓航线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袁月凤）
又到了柳絮纷飞的时节，漫天飘舞的柳
絮不仅给出行的人们增添不少烦恼，也
加剧了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的发
病。如何做好防护？4月15日，郑州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王秀
芳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支招”。

“一般人接触到柳絮并没有大碍，
但过敏体质的人群尤其是儿童就需要
格外注意。”王秀芳说，柳絮引起的过
敏主要发生在上呼吸道，儿童吸入鼻
腔后会引起流鼻涕、咳嗽和哮喘等症
状，而这些症状与感冒十分相似，有些
家长便给孩子吃感冒药，没有做到“对
症治疗”。“一旦出现了上述呼吸道疾
病的症状，家长在孩子户外活动后务
必做好‘安检’工作，首先要清理衣物
上的柳絮，其次就是要用温水清洗孩

子的皮肤表面及鼻腔，严禁用手揉皮
肤表面尤其是飞入眼睛的柳絮。”王秀
芳说。

王秀芳建议，外出时最好配戴眼
镜、口罩、纱巾，穿长袖衣裤，同时这个
季节要多吃粗粮、补充水分，以促进呼
吸道黏膜分泌，让呼吸道得到良好的
保护。

室内通风和户外活动这两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虽然不开窗户柳絮就不
会进入，但室内长期空气不流通，待在
污浊的空气中对身体有危害。”王秀芳
建议，要保持室内通风的习惯，对于纱
窗、窗台、墙角、床和沙发等最容易飘落
柳絮的位置要勤打扫，做好每天的吸尘
工作，并用毛刷清理床铺。户外活动要
尽可能选在柳絮飘飞“指数低”的时候，
比如清晨、夜里或者雨后。③5

4月16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号跑道进行首次高速
滑行测试，跑道高滑测试是大飞机首飞前的最后一关。目前，首飞前的各项技术
测试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新华社发

柳絮纷飞，如何防护？

生活关怀

4月6日，中国货运班轮“海联”号停泊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港，国内多家
航运企业开通三宝垄至上海、天津、宁波等城市的航线。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卢松）今年 4月 17
日是第 29个“世界血友病日”。4月
16日，由省慈善总会主办的“豫爱齐
聚 友我同行”世界血友病日宣传活
动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省慈善总
会为 20名血友病患者发放救助金 11
万余元。记者了解到，2010年以来，
省慈善总会共救助血友病患者616人
次，发放救助资金309万元，有效减轻
了血友病患者家庭的医疗负担。

血友病属于罕见病中的“大病
种”，反复出血和难治性并发症导致
患者致残率高，且往往伴随患者终
身。血友病人在外伤、手术时常出血
不止，严重者在剧烈活动后也会自发
性出血，因此被称为“玻璃人”。长期

规范治疗，可避免肢体残疾，提高血
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但由于需要
终生用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负
担。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省患血友病
的人数达 2000多人。省慈善总会秘
书长刘高贵介绍，2010年以来，省慈
善总会致力于开展血友病救助工作，
主要有针对儿童患者的药品援助项
目和针对成人的资金援助项目。从
2015 年开始，项目救助模式调整为
资金援助为主，患者购药费用在医保
报销的基础上，省慈善总会再给予
15%的资金救助，患者家庭总共只需
支付 5%的费用，大大减轻了经济压
力。③7

第29个“世界血友病日”

省慈善总会积极救助“玻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