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防工程内温度较低，应注

意随气温增减衣物，以免受凉感冒，

影响健康。患有风湿病的老年人、

体弱病人、孕妇婴儿等谨慎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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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服从纳凉点工作人员的

管理引导，爱护人防设施，遵守公共

秩序，维护公共卫生。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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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 免 到 未 开 放 的 人

防工程纳凉。在开放前，人

防部门已经对所有人防工

程进行了勘查摸底，有的人防

工程因城市建设需要正在施工，

未达到开放条件，不适宜开放作为纳

凉点。

纳凉时的44点注意事项

3 讲究文明纳凉。尊崇文明健

康的纳凉休闲方式，在纳凉点可以

读书看报、下棋打牌，不能吸烟、酗

酒、赌博、打闹、造谣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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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省拟开放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

126处，总开放面积达29.6万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近22万人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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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暑假期间是中小
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6月 18日，省公安厅
发布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广大学
生要加强暑期防溺水安全意识，各地公安机
关要联合教育部门走进学校开展预防溺水
教育。

警方调查显示，溺水事故中绝大多数是
未成年人，以中小学生居多，事发时间主要
集中在中考或高考前后、暑假期间，溺亡的
未成年人大多是与同学结伴外出，没有成年
人的陪同或看护，且下水游泳时未配备救生
设施；农村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地，无人看管

的公共河流是最容易发生溺水事件的地
方。此外，还有一些溺水事件发生在水上乐
园、水库、水沟等场所。

如何预防溺亡事件？警方表示，切记做
到“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
擅自下水施救。家长要对子女行踪做到“四知
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

如何正确救助溺水者？警方提醒，如果
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要有“救

人不舍己”“见义智为”的救人理念，在保护
好自己的前提下援救别人。如果发现有人
溺水，首先要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
忙。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
如绳、竿、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
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者
时，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积
极施救。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
止被溺水者抓抱，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
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
握其右手，以仰泳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
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③5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夏日炎炎，去哪里
能觅得一丝清凉惬意？6月18日，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19年全省人民
防空工程避暑纳凉工作相关情况。今年，全
省拟开放人防工程纳凉点126处，开放时间
初步定为6月下旬至9月上旬，由各地结合实
际和天气情况陆续分批向市民免费开放。

据悉，全省 18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
县（市）全部参与人防工程避暑纳凉工作，
全省拟总开放面积 29.6 万平方米，可同时
容纳近22万人纳凉。纳凉点均悬挂条幅和
引导标识，市民也可通过人防部门微信公
众号或门户网站查询具体位置和线路。

“今年开放的纳凉点与往年相比，虽
然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标准更高，安全
要求更严。”省人防办副主任王洪涛表
示。每一个纳凉点开放前都进行了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对基础设施进行了维护。
每个纳凉点都要求专人管理、专人服务，
同时加强巡查和监管，确保人民群众避暑
纳凉舒适安全。

今年，我省人防工程纳凉点全部实现
通水、通电、通手机信号、通有线电视、通无
线网络等，并配备充足饮用水、桌椅、书报、
防暑药品。部分人防工程纳凉点还增添了
座椅，购置了新的除湿机，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尽可能满足更多群众纳凉需要。

王洪涛介绍，人防工程纳凉点配置了
具有综合宣传教育和科普功能的人防“E线
通”“微宣室”等信息化设备。为了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
教育，人防
工程纳凉点内
还将开展主题宣
讲活动，让群众有更多
的精神和文化收获。

郑州市人防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
市已经提前开放纳凉点 17处，分布在金水
区、二七区等地。目前，已通过网络、媒体
等公布了纳凉场所的具体位置。

据了解，人防工程纳凉点开放期间，人
防部门提供免费服务，决不进行任何盈利
活动，任何纳凉点都不得向群众收费。③8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琦英）加快推进同
工同酬，在农村任教 30年、距退休不满 5年的认定为一
级教师，建立通道让“工匠”方便进入高职院校任教……6
月 17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日前我省
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省教师队伍岗位管
理、职称评审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意见，以
求不断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意见》要求优化岗位管理办
法，加快推进同工同酬。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加
快推进高校“员额制”改革，拓宽高
校岗位设置基数，对纳入“员额制”
管理的人员，在人事管理等方面与
在编在岗人员同等对待。

《意见》要求，优化专业技术岗
位结构比例，适当提高普通高等院
校（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
校、中小学、幼儿园及教研室等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意见》明确完善教师职称评
价机制。推动高校开展职称自主
评审。全面下放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审权限，把高级下放到省辖市，
中级下放到县（市、区）。发挥用
人单位自主性，由学校自主确定
职称评审计划。

为了让老师把更多精力投入
到教学中，坚守教书育人职责，《意见》要求推行教师分类评
价，充分体现岗位与业绩的权重，同时放宽农村教师的评价
标准。在中小学、中职和技校，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全面实行
讲课答辩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教师教好书育好
人。对优秀教师和农村教师再进行倾斜，符合相应条件的
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可越级或直接评聘高级教师职称。
其中对长期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凡在农村任
教30年、距退休不满5年的，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直接
认定为一级教师。教学点的教师可直接评聘一级教师。

《意见》提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落实高等院校用人
自主权，简化高校人才引进程序。“工匠进课堂当教授，有利
于职业院校培养实用型人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了搞活职业院校用人机制，探索固定岗位与
流动岗位相结合的办法，打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
才进入职业院校任教通道。完善中小学教师招聘机制，鼓
励各地探索符合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特点的招聘办法。③3

本报讯（记者 李林）6月 18日，大河邮政书吧新密店
在新密市溱水路邮政支局正式开业。

大河邮政书吧新密店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联
合郑州邮政在县级城市开设的第一家综合类书吧，提供“阅
读+教育+科技”的多元化服务。该店共上架图书10000余
册，涉及文学、历史、政治、艺术、经济、科技、亲子等众多领域。

大河邮政书吧是创新之举，至目前已先后在郑州市
建成常寨店、南三环店、玉凤路店、新密店，实现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大河书局和郑州市部分学校联合打造校园
阅读中心，采取“互联网+教育+文化”的模式，秉承社会
责任第一，全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目前，大河书局与上游500多家出版社深度合作，每
年举办 900余场读书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新密店
开业后，将举办免费培训、公益讲座，积极发挥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媒体平台的引领作用，形成强大宣传合力，营造
书香社会的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以“我为祖
国点赞”为主题，与会嘉
宾为新密市京密小学 10
名学生捐赠爱心图书，并
为“河南省小小邮票设计
家工作室”揭牌。仪式结
束后，嘉宾与现场小朋友
共同欣赏了由郑州市科学
技术馆的老师们带来的科
技秀《有趣的声音》。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席娜）
记者6月 18日从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获
悉，近期该院接诊了不少因天气炎热导
致情绪、心理等方面疾病的患者。专家
提醒，高温天气下，在做好防暑降温的同
时，也要当心“情绪中暑”。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
胡雄介绍，“情绪中暑”是一种因季节性情
感障碍出现的心理疾病，一个人的情绪好
坏与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季容易让人
烦躁，原因就在于高温天气影响了人体下
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这其中也包括看到
外界强烈的光照而产生的烦躁情绪。”胡雄
说，除了天气，不良情绪还与夏季人们出汗
较多、缺乏睡眠和饮食不良有关。

“情绪中暑”的症状主要有烦躁不
安、做事思维紊乱、行为异常、极易发脾
气，严重时还会导致老年人心肌缺血、心
律失常、血压升高，甚至猝死。胡雄说，
合理安排生活、选择清淡饮食是预防“情
绪中暑”的关键。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
减少高温作业，每天保证半个小时到 40
分钟的午休时间；不要在封闭的房间里
待的过久，室内要保持通风；少吃油腻、
辛辣食物，多喝水、多吃清火食物，及时
补充维生素。③8

我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推进同工同酬
鼓励“工匠”当“教授”

大河邮政书吧落户新密

对长期在农村
任教的教师实
行倾斜政策，凡
在农村任教 30
年、距退休不满
5年的，可不受
结构比例限制，
直接认定为一
级教师

30
年

权威发布

暑假预防溺水 筑牢安全“堤坝”

当心“情绪中暑”

高温天，防“暑”也要防溺水

传承历史文化，品味厚重豫坡

豫坡酒厂老厂区位于西平县老王
坡，这里地处黄淮酒带之中，地势低
洼，空气湿润，土壤肥沃，易于微生物
的生息繁衍，自古都是酿酒的宝地。

据考证，老王坡最早被称为“赧王
坡”。赧王，乃东周最后一个国王，姓姬，

名延。公元前265年，周赧王在这里修
筑城池、垦荒兴田并开挖了运粮河，从运
粮船上撒落的五谷沉积河底，天长日久
发酵生香，酒气扑鼻，启迪了乡农酿酒，
当地酿酒业由此而生。此后，运粮河畔
酒坊云聚，酒旗蔽日，一派兴旺，并延续
上千年。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
献帝，都许……曹操在奏折中讲道：我
家乡好友郭梓在西平任县令，有酝酒及
酒方，此酒可除害虫，通血脉，甘甜易
饮，久贮不变。时曹又令人将此酒奉上
品用，献帝饮后大悦，免西平官税三年。

到了明代，南京户部右侍郎、都察
院右都御史王诰在当地游历后留下《周
泊渔歌》：周泊渔歌欸乃歌，渔歌常在白
云窝。一声拨弄烟波棹，两鬓萧骚雾雨
蓑。别岸篝灯眠月晚，旗亭换酒夕阳
过。沧浪自得凫鸥趣，肯博人间万户多。

2000多年来，老王坡一带的酿酒
业和酒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中原酒文
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打造基酒文化，做大豫坡单品

历史已成过眼烟云，但千年酿酒
技艺和老王坡酒文化，却被豫坡人完
美传承了下来。

走进位于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的
豫坡集团文化中心（酒苑），建厂 61年
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产品悉数可见，置
身其间仿佛走进了豫坡酒的文化史和
发展史。当然，其中陈列最丰富的还
是各色老基酒，它们也是当前豫坡的

主力大单品，并且奠定了豫坡集团快
速发展的基石。

据豫坡集团文化总监崔盘收介
绍，2007年公司开始研发推出豫坡老
基酒，并围绕“基酒好，酒才好”提出了
打造“老基酒文化”的长远目标。为丰
富老基酒的文化内涵，公司把老基酒
的“基”引申为“基业、基础、基石”，并
根据这一文化定位打造出了天之基、
地之基、和之基、人之基4款产品：

“地之基”——地，载乎上。乃养

之源、怀之厚、生之本，万物之母。福
聚宝地、利地生金。“和之基”——和，
万物生；和，天道昌；和，民富庶；和，世
太平，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
人和而百事不废。“天之基”——天，位
乎上，覆万物，容万象，育生灵，穹窿苍
茫，天道酬勤。“人之基”——人，至尊
贵。立于天地之中，“顶日月星辰，踏
山川河岳，养精气神智”。

老基酒品牌文化的推出，得到了
消费者的一致认可，借助文化的力量，
老基酒迅速成长为驻马店地产白酒的
主流产品。如今，公司正全力打造的
酱意浓香型白酒，即为“人之基”的高
端产品，今年 9月份有望上市，填补驻
马店高端地产白酒的空白，进一步擦
亮豫坡老基酒这张天中“文化名片。”

弘扬党建文化，助力企业发展

除了丰富产品文化，豫坡集团在打造
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公司把非公党建作

为工作重点，用“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目标确立后，豫坡集团党总支以

“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为主
线，以“双强六好”党组织创建为目标，
把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动员和带领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企业经
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2017年 10月，按照
上级党委要求，豫坡集团以“红色引领、
百年豫坡”为党建品牌，建成了“豫坡集
团党建文化展馆”“豫坡集团党员教育
基地”，并将其打造为驻马店市非公经
济党建文化的一面旗帜，先后接待了数
十家单位、1500余人次参观学习。

省人大相关领导到豫坡集团调研
后给予高度肯定，并要求企业抓住豫
酒振兴的机遇，坚持“党建红，企业兴”
的党建引领路径，奋力发展，为区域经
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当代豫坡人，正通过让企业文化
“活”起来，引领企业新发展，助力豫酒
“豫”满天下。

文化豫坡，天中名片！
5月底，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

风格研讨会在驻马店市西平县举行，受
邀与会的专家学者先后参观了豫坡集
团文化中心（酒苑）、党建文化展馆，了
解了企业快速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力”。

可以说，今天的豫坡人传承先人
技艺，已将豫坡酒打造成为一张亮丽
的天中“文化名片”，随着创新香型产
品——酱意浓香型老基酒的诞生，这
张“文化名片”越擦越亮……

以文化“品” 酿酱意浓香豫坡美酒
“发现豫坡之美”系列报道之四·文化篇

▲豫坡集团党建文化展馆

◀设在豫坡集团的河南省固态
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朱西岭

图/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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