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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冠男

舆情暖焦点

路遇火灾 公交秒变救援车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6 月 11 日，驻马店市平
舆县一公寓突起大火，多名群众被困。
5路公交车行驶至此，车长王国成当机
立断，迅速将车倒至被困群众能够跳下
的位置，与 4路公交车长罗一帮被困人
员逃生。待消防车到达，二人回到自己
的工作岗位，继续执行营运任务。

老人坠井 消防员合力救出
新闻事件：6 月 10 日上午，开封市

杞县西寨乡柳榆村，一位75岁的老人在
捡拾麦穗时，不慎坠入20米深的灌溉水
井。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前往救援。
消防员采取向井下输送氧气、逐节拆除
井壁、消防员倒挂入井等方式实施救
援。最终老人被成功救出，整个过程持
续了4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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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04分，梨视频
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新浪视
频、大河客户端、
鹤壁新视界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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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20
时15分，中新视频
首发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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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我们现在有 1.2万亩万寿菊，准备秋季发展到 5
万亩。”6月 11日，站在黄河南岸的万亩菊花扶贫基地
里，开封市祥符区刘店乡党委书记朱登斌说，发展万寿
菊种植产业，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让贫困户顺利脱
贫，也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带动了乡村旅游。

“张庄这几年，村容村貌改变大，外出务工返乡创业
的明显增加。”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社区，去年秋天返
乡的李霞到闫春光开的春光油坊上班，油坊专门用石磨
古法生产小磨香油等，每天线上线下能销售两三千元。

在张庄，不仅小磨香油生产使用的是古法，连村容
村貌改造也是重现传统民居风格，让大家留住乡愁。

“原材料我们自己买，设计施工有专家上门指导。”李霞
说。

庭院改造是打造“梦里张庄”的一部分，2015年 8
月至今有60多户农户改造了庭院，打造起乡村旅游主
题民宿，现在张庄每年接待游客 30多万人次，乡村经
济蓬勃发展。

留住乡愁，保护生态，成为沿黄群众的共识。经过
10多年的努力，郑州黄河湿地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家
园。2004年，黄河湿地有鸟类 169种，现在增加到了
247种。

“近年来，通过划定黄河沿线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沿
黄河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黄河水质和沿岸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省生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说，2013年以来，黄
河流域干流无Ⅴ类及劣Ⅴ类水质出现，河南省辖区内黄
河流域水质连续多年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③5

国家统计局 12日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
大0.2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鲜果、猪肉等食品价格涨幅较
快，仍处高位，推升CPI涨幅有所扩大，但其价
格上涨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随着气温回升、
供应增加，食品价格上涨可控，全年 CPI预计
将保持总体平稳。

原因：
受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

数据显示，5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7.7%。其中，鲜果、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是推
高 5月份CPI同比涨幅的重要因素。

“在食品中，鲜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
同比上涨 26.7%。”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流通
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数据显示，5 月
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18.2%，涨幅比上月
扩大 3.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8 个
百分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期表示，近期水果、猪
肉等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主要
是受前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具有一
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趋势：
环比价格趋平稳，鲜菜价格持续回落

从更能反映价格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来
看，5月份 CPI由上月上涨 0.1%转为持平，环
比价格已趋平稳。

食品价格方面，5月份环比上涨0.2%。值
得注意的是，此前处于高位的鲜菜价格继续下
行，环比价格下降7.9%。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中心负责
人隋玉美介绍，6月份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地
蔬菜生产更加旺盛，市场进入交易淡季，需求进
一步减弱，预计下月蔬菜价格将继续下滑。

专家：
供给有保障，食品价格上涨可控

在水果、猪肉等食品价格处于高位的情况
下，未来物价是否会继续走高？对此，商务部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近期随着
气温回升，应季水果上市量逐步增加，多种水
果价格呈回落态势。

此外，韩俊表示，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市
场供给阶段性偏紧。中央已出台扶持政策，引
导鼓励补栏增养，近期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
高。同时，我国还可以增加猪肉进口。总体来
看，我国农产品供给有保障，食品价格上涨可
控。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志武

6月11日，滴滴出行在其官方微博公
示《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征
求意见稿，其中提出：乘客因自身疏忽导
致物品遗失的，应尽量自行领取物品。如
无法自行领取，可与捡到物品的司机协商
送还方式、时间，送还物品的合理费用；司
机归还物品时，乘客应给予合理费用。

对于失主是否应给予归还物品的司
机合理费用的规定，网友看法不一。

正方：
司机不应为过失方的错误买单

手机尾号“7290”的河南手机报读
者：合理，谁的过失谁付出相应的合理代

价。不能让别人为过失方的错误买单。

网友“新蜜蜂”：我们赞赏免费的拾

金不昧，但同时也不能说收取费用就不

对。只有将做好事制度化，才能让做好

事的人不寒心，才能让更多的人做好事。

反方：
公司无权介入司机和乘客间纠纷

手机尾号“8832”的河南手机报读
者：规定缺少可操作性，有可能诱发司机

与失主的冲突，是个损招。

网友@行者老湖：我觉得滴滴属于

多此一举，对于遗失物的归还，我国民法

都有详细规定，为什么非要自己再立个

规矩？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闫创
指出，《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
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
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
费用。因此失主向拾得物品的人支付合
理费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滴滴作为平
台可以先行垫付或者提供奖励鼓励拾金
不昧等好人好事行为，弘扬社会正能量。

北京市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
领认为，网约车乘客因物品遗失而与司
机发生纠纷的比较多，目前国内尚未有
网约车平台制定规则或标准以解决此类
纠纷。滴滴在国内首先建立物品遗失规
则，有助于促进国内网约车行业服务规
范化、标准化。

另据滴滴方面的数据，2019年 1月
至 3月，物品遗失专组共协助乘客寻找
遗失物品 419663 件，每寻找一件物品
平均需拨打 6通电话，其中有 31.2%的
物品无法找回。郑州今年第一季度遗失
物品报失量为6138件，协商成功找回量
为4285件，平均找回率为69.8%。③5

滴滴拟新规引网友热议

司机归还遗失物，
乘客应付费吗？

网友热议

专家观点

鲜果猪肉价格高位，物价未来怎么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岩

6 月 12日，济源市林业部门传来消息，河南
济源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置的红外相
机，近日再次拍摄到于今年2月 3日现身的“母子
豹”。这是这对母子金钱豹再次同时现身该自然
保护区。

济源市林业局专家介绍，镜头中的这只小豹
子，与去年9月份出现在这里的“豹宝宝”为同一只，
应为去年6月份出生，推测目前已近一周岁，近期将
会离开母豹独立生活。另外，继去年2月份红外相
机拍到情侣金钱豹后，今年又拍摄到了一只疑似怀
孕的母金钱豹。这说明金钱豹种群已经在济源太
行山区稳定健康发展，种群规模也在逐渐壮大。

据专家介绍，生活在太行山区的金钱豹属于
亚种，叫华北豹（中国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
界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都将华北豹定为濒危等级，数量极少。济源华北
豹私生活的“全面曝光”，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沧海：太行山生态

真是令人欣慰！

@大河网友5690：这
是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成

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保护

生态环境觉悟提高的结果。

@一味：亲爱的豹子

们，再多一点吧！③4

情侣豹、母子豹、怀孕豹

太行山区华北豹
生活“全面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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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
涨 2.7%。图为
6月 12日，顾客
在河北省邯郸市
一家超市选购。
新华社发

黄河沿岸竞唱生态歌

6月 11日，“聚焦黄河

生态带见证出彩河南”网

络主题活动在郑州启动，

全国重点新闻网站、河南

省主流媒体、沿黄九省区

主流网络媒体记者齐聚郑

州，聚焦黄河生态带建设，

感受沿黄生态环境发生的

巨大变化，领略中原大地

处处焕发的生机活力。

全国媒体聚焦黄河生态带建设

沿 同行 携手共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驻豫全国
人大代表和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共
同提议，沿黄 9省区共同建设黄河
生态带，推动黄河生态带上升为国
家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南北呼应，
这一建议与其他沿黄8省区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不谋而合，成为两会
期间的焦点话题。③4

河南日报记者 高长岭:

不管是否已经宣布脱贫，沿黄地区的干

部和群众都干劲十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辛勤奋战在第一线。曾经贫瘠的沿黄地区，

升腾着希望，群众的生活条件在日益改善。

河南的贫困区域集中在“三山一滩”，

滩就是黄河滩区。出于黄河防汛安全考

虑，群众在滩区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我省决

定对滩区群众实施易地搬迁。“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工作涉及祥符区袁坊、杜良、曲兴 3

个乡镇 4296户 15388人，今年 8月底前将全

面完成群众搬迁。”开封市祥符区委书记李

军说，为解决搬迁后的群众生产问题，区里

谋划了特色种植、绿色农业、田园康养、文

化旅游四大产业，建成后园区年总产值可

达 16亿元。

台前县是国家级

贫困县，三分之一的

人口和耕地在黄河滩

区，三分之二在滞洪区。

多年来，当地群众走南闯北，

逐渐发展起来羽绒加工、汽车配件制造、相

框加工三大行业，虽然安置不少农民就业，

但这些行业普遍存在着小、散、乱问题。

目前，台前县正在利用脱贫攻坚政策，

谋划行业升级。装机容量 100 兆瓦、占地

3600亩的光伏发电项目，从筹备、建设到并

网发电，台前县只用了 134天，被国家能源

局评为示范工程。

夏日阳光照耀下，一望无际的光伏板

正在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也转化为当地

干群促发展、奔小康的强大动力。③4

· 见证出彩河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祝传鹏

央广网 汪宁：

“美丽的黄河两岸，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靓丽风景。在兰考，‘梦里张庄’成为新时代新

农村的美丽缩影；在开封祥符区，一座座反映群众意愿的安置房，连接着党对人民的牵挂；在台

前县，屹立的刘邓大军渡河纪念碑，仍在歌唱着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黄河

的力量，是磅礴的力量，黄河两岸的儿女，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一条经济、文化欣欣向荣的沿黄生态带，正舞动起来。”

山西新闻网 王泽：

“通过实地采访郑

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黄河滩区搬迁安

置项目、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等，我感受到

沿黄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切身

体 会 到 黄 河 生 态 治 理 的 成 效 ，以

及河南对改善沿岸城乡生态

环 境 、提 高 居 民 生 活 质 量

所做的努力。”

每日甘肃网 蒋蕊：

“透过兰考张庄的变化，

我们看到的是党的初心和使

命，我们感受到的是党带领

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如同中国成千上万个张庄一

样，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一个新时代的

新 张 庄 赫 然 呈 现 在 世 人 面

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

国人民已经昂首挺胸阔步走

在了幸福的大道上。”

陕西传媒网
冯英杰：

“感觉兰考县

民风淳朴，街道干

净，生态环境赛过

江 南 小 镇 。 一 路

向北，黄河两岸绿

树成荫，尤其是在

台前县将军渡，站

在 黄 河 边 上 遥 望

远处，更像是在拥

抱大海！”
【【兰州兰州】】

【【银川银川】】

【【西宁西宁】】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太原太原】】

【【郑州郑州】】
【【西安西安】】

【【济南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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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门峡黄河库区生态美景①三门峡黄河库区生态美景。。
②范县张庄乡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安置点②范县张庄乡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安置点。。
③商丘黄河故道清晨③商丘黄河故道清晨。。
④市民在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游④市民在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游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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