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凌

5月 11日，宇通客车国家电动客车电
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飞
强正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工作。谈起入职
宇通8年来的感受，这位2011年毕业于北
京理工大学又赴德留学的博士坦言，“来
这里，真的是选对了平台。”

宇通快速的决策流程、强大的创新保
障体系和宽容的允错机制，吸引了包括中
科院、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博士研究生在
内的一流人才在此汇聚。“在这个机制下，
自身的成长非常快，拥有强烈的成就感和
自豪感。”李飞强说。

李飞强的感受，反映了宇通不少员工
的心声。在宇通采访，能感受到一种扑面
而来的创新氛围。“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管理改革、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是宇通发展的核心原动力，适应市场需求
变化的客车新产品持续不断地投入市场、
占领市场，产品竞争力和企业影响力持续
提升，推动宇通达到领先地位。”对于创
新，宇通掌门人汤玉祥如是表述。

在技术创新上，宇通每年投入销售收入
的3%用于创新和研发，对代表未来发展趋

势的新技术高度重视、提前布局、不断探索。
其自主研发睿控3.0插电式混合动力

系统，将 12 米公交车油耗降低至 18L/
100km；自主研发的纯电动系统，将10米
纯电动公交整车电耗降低至 0.6kwh/
km；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客车，续航里程
超过 600公里，在推动客车低碳化方面，
宇通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早在 2012年，宇通就开始车辆智能
化的技术研发，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实
验，2015年 8月 29日，宇通完成了世界首
例自动驾驶客车在开放道路下全程无人
工干预的成功运行，行驶近33公里，并实
现自主变道和超车，成为全球第一辆无人
驾驶的大客车。

在客车网联化发展方面，宇通自主研
发的车联网云平台“Vehicle+”和车载智
能终端 iCard，针对客运、公交、旅游、团
体、校车、专用车等细分领域提供针对性
运营解决方案，可实现新能源车辆故障监
控、远程故障诊断、远程程序升级、远程车
辆控制、远程充电调度、危险驾驶行为管
理等多项先进技术。

在新能源客车技术开发领域，宇通早在
1999年就开始布局，新能源客车销量稳居

客车行业第一位，推广的新能源客车每年
可节省燃料消耗成本近28亿元，降低CO２

排放量 140万吨。2015 年，宇通主持的
“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目前，宇通客车在安全、节能、环保、
舒适、电子化、轻量化、智能化等方面形成
的领先技术储备，正不断地应用于各类客
车产品，凭借对新技术的执着创新与战略
布局，“智”存高远的宇通，正引领客车行
业“创享未来”，为“中国制造”叫响世界增
添强劲动力。③4

宇通客车：

创新集聚高质量发展原动力
■发展民营经济 助力中原出彩

这是4月10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中国宇通客车公司生产的电动客
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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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
存涛 侯群华）5月 14日，省政府食品
安全办印发了《河南省中小学校校园
及周边食品安全护幼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要求全省综治办、教
育、公安等部门群策群力，让“护幼行
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方案》明确了“三个全覆盖”和
“三个100%”的目标，即全省实现检
查对象全覆盖、问题整改全覆盖、违
法行为查处全覆盖；做到校园及周边
食品生产经营持证率100%、违法食
品摊点取缔率100%、食品安全违法
案件立案查处率100%。

据介绍，这次“护幼行动”整治的
区域为全省中小学校园（含托幼机
构）及周边（校门外道路两侧 200米
范围内）；整治的对象为学校食堂，学
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园内的食品
经营者，校园周边的小作坊等校外托
管机构及无证幼儿园；整治的主要品

种为“五毛食品”（单价为5毛左右的
调味面制品、辣条等小食品）。

我省将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
施开展“护幼行动”，包括加强监督管
理，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和食品抽
检；加强宣传教育，中小学校要将食
品安全、营养和节约食物纳入健康教
育内容；加强社会共治，全面推进中
小学校园食堂和周边餐饮服务单位

“透明厨房”建设，推广学校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加强信息公开，各校的自
查自纠报告要在本校食品安全宣传
栏醒目位置予以公示。

省政府食品安全办要求，全省各
相关部门要通力协作，采用日常检
查、随机抽查、飞行检查、监督抽检等
手段，在“清理无证无照、落实主体责
任、规范生产经营、严惩违法行为”等
四个方面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治理
行动，确保我省中小学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③6

我省开展食品安全“护幼行动”

让“五毛食品”从校门口走开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15日
是第 9个全国公安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5月14日，省公安厅通
报了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情况。2017年以来，全省公安
机关共立案各类经济犯罪案件866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831人。公安
部向我省公安机关发来 4次通令嘉
奖、15次贺电予以表彰。

在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方面，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全省公安机关
侦办非法集资案件 545起，查封、扣
押了一大批涉案资产；在打击传销犯
罪方面，侦办各类传销案件 82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140人，依法查处
了“善心汇”等传销组织；开展“猎狐
2017”专项行动，警方全力缉捕境外
逃犯，先后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缉捕逃犯 27人，其中国际
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逃犯5人、职务
犯罪逃犯 3人；开展大要案攻坚，侦
破了公安部批办的涉及12个省（市、
区）的3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件，涉案价税合计13.4亿元、税款2
亿多元，查处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河南
亚圣集团非法集资案件。

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
队长李红江介绍，我省经济犯罪总体
处于高发、多发期，并呈现一些新特
点新趋势：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非
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新型涉众型经济
犯罪仍处在高发期；二是经济犯罪手
段网络化、专业化、智能化趋势明显，
隐蔽性更强，防范打击难度不断增
大；三是经济犯罪手法花样翻新，群
众难以识别。

2018 年，全省警方将重点打击
非法集资犯罪和金融领域新型犯罪，
严厉打击以虚拟货币、财富管理等名
义进行的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
序。同时，进一步打击网络传销犯
罪，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
出口退税、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等犯罪。

当日，省公安厅向社会公布了全
省打击经济犯罪十大典型案例。③6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防汛抗旱
规划和建设工作。负责大中型水库除
险加固、主要防洪河道整治、蓄滞洪区
安全建设、防汛通讯工程、水文测报基
础设施和抗旱设施等计划的协调安排
和监督管理。

省水利厅：负责组织、协调、监督、
指导全省防汛抗旱的日常工作，归口管
理防汛抗旱工作。负责全省大中型防
洪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初步设计的编制，组织建设和管理具有
控制性或跨市的主要防洪抗旱工程；负
责指导城市防洪工作；负责防洪除涝抗
旱工程的行业管理；负责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人员调配及正规化、规范化建
设；负责拟定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主
要防洪河道、蓄滞洪区、重点水闸汛期
调度运用计划；负责提供雨情、水情、洪
水预报调度方案及安全度汛措施，供领
导指挥决策；负责大型水库、主要防洪
河道、蓄滞洪区的度汛、水毁修复工程
计划的申报和审批；负责省本级防汛抗
旱经费、物资的申报和安排；负责淮河、
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及河南省黄河下游
滩区运用补偿工作。

河南黄河河务局：负责组织、协调、
监督、指导河南黄（沁）河防汛的日常工
作，归口管理河南黄（沁）河防汛工作；
负责河南省黄河防洪工程、应急度汛工

程、水毁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负
责制定河南省黄（沁）河防汛预案、工作
方案；负责提供黄河雨情、水情、洪水预
报方案及安全度汛措施，供领导指挥决
策；负责黄河专业防汛队伍管理和调
度，负责群众防汛队伍技术指导；负责
国家储备防汛物资、设备管理、储备和
调度，提出群众和社会防汛物料储备意
见；负责各类工程险情抢护方案制定，
进行抢险技术指导；负责编制河南黄河
分滞洪区、黄河滩区群众迁安方案，协
助地方政府做好检查、督促落实；负责
北金堤滞洪区、河南省黄河下游滩区运
用补偿工作；做好引黄供水工作。做好
黄河专用通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
做好黄河堤顶道路硬化与维护，加强黄
河防汛工作宣传教育。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组织监测、预
防地质灾害工作。负责编制河南黄河
分滞洪区、黄河滩区群众迁安方案，落
实转移安置救护措施。组织对山体滑
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的防御预案制定和监测工作，加大防
灾、避灾知识宣传，及时通知危险区域
群众转移。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国家和省级公
路（含高速公路）、水运交通、水上浮动
设施、工程、装备的防洪安全及交通系
统的行业防汛工作；负责水上交通管

制、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登记和
防止污染以及船舶与港口设施安全保
障、危险品运输监督、航道管理等工
作。负责浮桥运营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负责编制河南黄河分滞洪区、黄河
滩区群众迁安方案，落实转移安置救护
措施。负责及时组织水毁公路、桥涵修
复，保证防汛道路畅通；负责组织防汛
抢险、救灾及重点度汛工程的物资运
输；负责组织协调发生大洪水时抢险、
救灾及撤离人员的运送；按照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的意见，为防汛车辆提供方
便，免征过路过桥费。

省公安厅：负责抗洪抢险的治安保
卫工作，维护社会秩序；负责编制河南
黄河分滞洪区、黄河滩区群众迁安方
案，落实转移安置救护措施。依法严厉
打击造谣惑众、毁坏防洪工程、水文测
报设施、非法采砂、盗窃防汛抗旱物资、
通信线路等违法犯罪活动，保证防汛抗
旱设施正常运用。

省教育厅：负责做好学校危房改
造，落实汛期安全度汛方案，加强在校
学生的防汛意识教育宣传，暴雨洪水发
生后组织学生安全转移。

省民政厅：负责编制河南黄河分滞
洪区、黄河滩区群众迁安方案，落实转
移安置救护措施。负责遭受洪涝及严
重旱灾群众的生活救济工作；组织协调

黄河滩区、蓄滞洪区运用时群众生活救
济工作；配合省水利厅、财政厅及地方
政府做好蓄滞洪区的运用补偿及群众
生活救济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防汛、抗旱及蓄滞
洪区、河南省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补偿经
费的筹措、使用和管理工作；会同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做好特大防汛抗
旱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城市防
汛抗旱工作，制定城市防洪排涝规划；
掌握城市防汛情况；组织城市抗洪抢险
工作；监督检查城市防汛设施的安全运
行、行洪障碍清除和城区排涝工作。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防汛无线
通讯的频率调配，排除干扰，确保防汛
抢险通讯畅通。

省南水北调办：负责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防汛工作；负责协调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做好中线干
线工程防汛工作。

省农业厅：负责掌握农业洪涝旱等
灾情信息；负责洪涝旱灾害发生后农业
救灾和生产恢复工作；负责渔港水域安
全监管；负责渔船安全监管工作。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编制河南黄河
分滞洪区、黄河滩区群众迁安方案，落
实转移安置救护措施。负责组织灾区
卫生防疫和医疗救灾工作。

郑州铁路局公司：负责所辖铁路、
桥涵等工程设施的防洪安全；优先运送
防汛抢险、救灾、防疫人员和物资设备。

团省委：负责动员、组织全省共青
团员、青年，在当地政府和防汛抗旱指
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洪抢
险和抗旱救灾工作。

武警河南省总队：根据汛情旱情需
要，担负抗洪抢险和抗旱救灾任务。

省气象局：负责提供短、中、长期天
气预报和气象分析资料；负责提供实时
雨情及灾害天气等气象情况。

省通信管理局：负责所辖通信设施
的防洪安全；做好通信设施的检修、管
理，保证话路畅通，负责应急通信保障，
制定非常情况下的通信保障预案，保证
防汛通信需要。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负责组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
媒体防汛抗旱宣传工作，正确把握防汛
抗旱宣传工作导向；根据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包括省黄河防汛抗旱办公
室)提供的汛情、旱情，及时向社会发布
防汛抗旱信息。

省电力公司：负责所辖电厂（电站）
和输变电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负责本
行业的防洪管理；保证防汛、抗旱、抢
险、重点防洪调度工程的电力供应；加
强电力微波通信的检修管理，保证防汛

通信畅通。
省旅游局：负责旅游景点以及设施

的安全管理，汛期根据天气情况合理配
置旅游线路，确保游客安全。

省安全监管局：负责督促、指导和协
调汛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综合
监督管理职权；督促、指导落实汛期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及
时提供水旱灾区的工矿商贸行业灾情。

省农科院：负责指导旱区科学灌溉
和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省供销社：负责防汛抗旱物资筹集
供应。

中石化河南分公司、中石油河南分
公司：负责全省防汛抗旱油料供给。

省农机局：负责防汛抗旱机械设备
调配；负责防汛抗旱用油优惠政策的拟
定和油料市场监督。

省机场集团公司：负责保障防汛抗
旱和抢险救灾物资装备、卫生防疫人员
的航空运送工作；做好人工增雨（雪）的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省测绘局：统筹河南省现有基础测
绘地理信息成果、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
成果、“天地图·河南”等地理信息资源，
利用现代化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和
装备，实现地理信息的快速获取、分析、
处理，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应急测绘保
障任务。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2018年5月15日）

全省警方严打金融领域犯罪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这是一场文化与科技碰撞的盛
会。

集全息成像、裸眼3D等技术的清
明上河图让人仿若回到宋朝繁华盛
世；戴上VR头盔便置身于一场体育赛
事直播之中；三面沉浸式体验的苏州
园林，移步换景……5 月 10 日至 14
日，第十四届文博会在深圳火热举行，
记者走访发现，融合了智能创造、互联
网技术的“文化+科技”成果，正在给人
们的美好生活带来无限可能。

“文化+科技”成最大亮点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河南展馆，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得到充分体现，
古老的文明通过最新的技术点燃了
新的生命。展厅入口处，来自叶县的
许公宁编钟演奏出的古今中外音乐
悠扬高远，备受追捧。“许公宁编钟是
目前我国出土形制最多的一套编钟，
但现场演奏的这套编钟是复制品，
音色可与原编钟媲美，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我省文物复仿制产业的技
术水平。”叶县文广新局副局长董建
立说。

展厅内，由郑州智澜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制作的 17米长、2米宽的动态

清明上河图展示区、中华之源·姓氏文
化光影秀展示区，通过全息幻影、VR/
AR虚拟体验等技术，大家可了解大宋
的繁华、姓氏来源，古老的华夏文明与
现代高科技的完美碰撞，再次唤醒传
统文化的记忆。

这只是这次盛会“文化+科技”的
一个侧影。在江苏馆，沉浸式体验空
间技术让你“穿越”至千里之外的苏州
园林；拓普互动展示了时空穿梭、宇宙
飞行，吸引了众多观众排队体验。

文化产业迈入新天地

在郑州馆，少林音乐大典、中原福
塔、百骏图等形式多样的中原豫锦，吸
引了众多宾客前来洽谈。该馆负责人
张涛说，“豫锦畅销原因在于依托自主
开发的像景技术，把不同颜色的丝线
逐行编织成布艺字画，既呈现传统文
化，又充满时尚创意。”文博会上，像中
原豫锦这样让生活充满“小确幸”的文

创产品比比皆是。在深圳龙华馆，一
套超级精美的瓷器让游客驻足，这套
餐具的主色调——西湖蓝来之十分不
易。该馆负责人说，设计师在西湖边
上住了一个多月，偶尔发现上午9时的
太阳照射在湖面上的颜色很美，遂以
此为餐具底色，设计出了这一整套陶
瓷餐具。

如今，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不断
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在
郑州智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
增华看来，科技创新不仅能提高文化传
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影响人们的思维
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催生更多的文化
产品与服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
创新规划》也明确提出，将文化创意与
科技创新作为文化创造的基本要素，
以文化创意引发科技创新，以科技创
新支撑文化创意。

目前，我省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也
催生了一批新的文化业态，如《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数字
马街、数字太极等。省社科院哲学与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宋艳琴认为，文
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是今后文化产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她说，河南亟须
搭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平台，在
各地高新区打造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
基地。③6

“文化+科技”生活更美好
——第十四届文博会走笔

5月 14日，焦作市解放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开赛。今年以来，该区中
小学校实现了“校校开设足球课、班班组建足球队、月月安排友谊赛”的普及校
园足球目标。⑨3 李良贵 摄

在第十四届文博会河南展馆里，来自叶县的许公宁编钟演奏吸引
了众多宾客驻足。⑨3 张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