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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进行时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杨颖奇

烟熏妆、鲨鱼牙、双手插兜，酷酷的哪
吒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喊出了不屈的抗
争精神，俘获了观众的心。8月 11日，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累计
票房已经突破 34亿元，成为中国动画电影
票房新冠军。

《哪吒》“大闹”暑期银幕，让人们看到
了“国漫之光”。该电影 1800多个镜头，特
效镜头1400多个，占比近80%。其中，“哪
吒发现夜叉、追赶夜叉”“哪吒、敖丙、夜叉
在海边打斗”等几段精彩的特效，皆为“洛
阳制作”。

特效团队熬出“黑眼圈”

“顶着‘黑眼圈’的哪吒，也是我们特效
师的真实写照”。在洛阳一诺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诺文化），该公司特效
总监李宗堃告诉记者：“我们承制了《哪
吒》的部分特效制作，特效追求真实感，要
求高、难度大，需要制作团队能精准把握
影片的动画风格、氛围、色调等。整个制
作期间导演对每个细节都会反复推敲和
修改，以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那段时间，
我们特效团队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地工
作。”

把特效设计制作成视频，一诺文化特
效团队拿出了“绣花”般的功夫。李宗堃告
诉记者：“在这次制作中，有一个镜头是摄
像机一直在旋转的变速镜头，常规的制作
方法无法满足镜头变速需要，也会拉长制
作周期。为了能在规划的周期内保质保量
完成该镜头的制作，我们解算了4倍时间长
度的缓存，之后对缓存进行加速或减速来
匹配镜头的变速，最终达到理想效果，单版
缓存就多达 60G，输出缓存用了 60多个小
时。”

“硬核特效”源于过硬技术

海浪不断冲刷海岸、人物落水后产生
的水花、房屋倒塌及产生的烟尘、石头被撞
击及产生的碎屑、人物打斗时扬起来的沙
尘……这些现实中的场景，通过三维动画
特效在电影里还原，特别耗时耗力。

李宗堃说：“真实感依靠的是对各个细
节的生动还原，电影中哪吒追着夜叉来到
沙滩上，他踩在湿沙上和干沙上产生的效
果是不相同的，湿沙的黏结力好，脚印的边
缘就相对要尖锐一些，干沙则不同。”

动画艺术是源于现实生活的，特效制
作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一个人掉进水里
能产生多大的浪花，制作者要考虑到落水
者的体重、落水速度和空间大小等方面的
参数。影片中的风向、风力，火焰的光亮程
度、高度和火苗的卷曲度等都要符合自然
规律。

想做出好的特效要靠技术，也要靠生

活经验，李宗堃的同事告诉记者，某次聚餐
时，烧烤架着火，其他顾客的第一反应是赶
紧跑，但特效师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去观察
真实火焰的形态及细节。

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元素

在参与制作《哪吒》之前，洛阳一诺文
化已承制过多个“爆款”动漫作品，如《熊出
没大电影》《风语咒》《赛尔号》《乐高之星球
大战》《舒克与贝塔》等，在业内获得了良好
的口碑。

“一诺文化虽然身处中原，但在管理和
技术上接轨一线城市和市场的最新需求。”
一诺文化常务副总王丽歌介绍，该公司自
成立以来就坚定实行承制项目、培训人才、
开发原创三条业务线协同发展，2016年还
通过收购的方式在深圳建立全资子公司。
未来，公司将结合中原文化，用现代化的表
现手法去讲故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推出原创作品。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建设，搭起人大常委会与各级人大代表之间沟通的桥梁，河
南人大手机报于8月12日试刊上线。

河南人大手机报由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手机报承办。目前开设的栏目有“要闻速
递”“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立法监督”“代表风采”“基层人大”

“理上网来”“他山之石”“历史镜鉴”等。试刊期间，接收用户
涵盖驻豫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全省人大系统新闻联络员等四部分人员。下一步，将扩展到
各省辖市、县区、乡镇人大代表，以及省辖市人大机关工作人
员。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12日上午，按照公安部统一
部署，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省公安厅举行集中
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当日，全省公安机关以“销枪
爆、除祸患、保大庆、护民安”为主题，在18个省辖市设立分现
场，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据省公安厅统计，当日，全省警方共集中销毁枪支 2134
支、1500 支仿真枪、14000 把管制刀具、7 万余公斤炸药、
14.6 万枚雷管、2万余米导火索、28万发子弹、2744 箱烟花
爆竹，以及 1600 余支报废公务用枪和 245 枚战争遗留物。
在各地活动现场，公安机关通过战果展示、展板宣传、发放
传单、以案释法等多种方式，教育警示群众自觉抵制远离非
法枪爆物品。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先后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清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百日行动”、枪爆案件逃犯缉捕
会战、重大枪爆案件统一收网、危爆物品治安隐患清零等工
作，严管严控枪爆物品，严打严治枪爆违法犯罪。截至目
前，全省警方侦破涉枪涉爆刑事案件 191起、治安案件 818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134人，办结部际联席办督办的 8
起重大涉枪涉爆案件，抓获公安部挂牌督捕的 23名涉枪涉
爆案件逃犯。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全面铲除枪爆隐患，全省
公安机关将对枪爆违法犯罪始终保持“零容忍”，依法严厉
打击，全面清除风险隐患，持续强化枪爆物品安全管控，全
力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创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11 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
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综合
能源改造（2019年—2021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力争用3年时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
下降15%左右，重点用能单位通过综合能源改造实现节能能
力600万吨标准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在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
动企业中开展综合能源改造，启动高效电机能效提升、节能锅
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
能耗在线监测提升、节能环保装备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8
项行动。例如，鼓励重点用能单位对厂区、办公区各类建筑及
公共场所实施绿色照明改造，采用技术成熟的节能高效照明
产品；推进全省“互联网+节能”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建设，重点
用能单位每日上传石油、煤炭、电力、天然气、热力等主要能源
品种的消耗数据。

近年来，我省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推进服务业转型升
级、狠抓工业结构调整，重点抓好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
等领域节能降耗，已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能耗
强度下降目标任务。此次《实施意见》出台，旨在巩固节能降
耗成果，防止出现反弹，确保全面完成全省“十三五”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并通过国家验收。③5

□本报记者 陈辉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紧围
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
总要求，真学、真信、真干，全力推动先进
制造业强省和网络经济强省建设，助力
中原更加出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书记、厅长李涛说。

要真学。“首先要搞清楚学什么、为
什么学、怎么学的问题。”李涛说，“学什
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结合工信工作实

际，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
国 和 网 络 强 国 建 设 的 论 述 。 为 什 么
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历
史节点下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
新 思 想 必 将 指 导 新 实 践 实 现 伟 大 突
破。怎么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以科学态度和求是精神，全面系
统学、融会贯通学。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做到有的放矢。”

要真信。坚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李涛说，“通过学习，
更加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科学、是真理，越学越信，越信
越学，越学越觉得党的理论科学宏大，党

的实践辉煌伟大，对党的感情越深，理想
信念越坚定，推动先进制造业强省和网
络经济强省建设的动力越充足。”

要真干。主题教育的成效必须体现
在“抓落实”上。结合我省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实际，李涛说，“全省工信系统要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抓好各方面
工作的落实。一是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始终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抓
好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三是抓好产业。企业是
树木，产业是森林。我们的任务就是培
育一块又一块茂盛的森林，并且当好‘护
林员’。四是抓好开放带动。围绕产业
链、供应链、服务链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扩大优质增量。五
是抓好创新驱动和人才培养。以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搭建平台，不断增
强企业创新活力。六是抓好服务水平提
升。省工信厅就是服务产业、服务企业
的，要树立企业思维、资本思维、金融思
维、市场思维，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本
领。”

李涛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全省工信系统一
定会坚守初心，不辱使命，全力推动河南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提供坚强支撑。③5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能耗3年要降15%

河南人大手机报试刊上线

我省警方集中统一销毁
非法枪爆物品

“洛阳制作”助哪吒大闹银幕

真学实干 全力推动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涛

厅局党委（党组）书记
访谈

8 月 12日，郑万高铁高
速检测列车从郑州南站轨道
上驶过，标志着郑万高铁河南
段正式启动联调联试。由中
铁建工集团承建的郑州南站
站房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也将
全面展开，正式进入既有线施
工阶段。据了解，郑万高铁完
整线路工程将实施分段施工，
其中，2019年郑州至襄阳段
通车，2021年襄阳至万州段
通车。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聂冬晗 摄

8月 12日，焦作市解放区组织机关干部、企业商户开展
环境整治活动，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全民动员、全民参与、
全域覆盖。⑨3 李良贵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曹萍 孙静）看
病挂号、医保报销、药品安全监管……这
些都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民生话
题，也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省卫生健康委、省医疗保障局、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将主题教育与行业中心工
作紧密结合、互相促进，聚焦热点、难点
问题，下大力气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短
板”，积极回应百姓诉求和期盼。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卫生
健康领域就是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切
入点。省卫生健康委将主题教育贯穿行
业中心工作始终，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

“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少生
病”，努力为民服务解难题。抓基层能力
提升。按照“县强、乡活、村稳”的思路，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县乡村一

体化，以县带乡、以乡带村，使65%的病人
在乡村、90%的病人在县域看好病。抓医
疗中心建设。对接引进国家级高水平医
疗机构，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我省落
地。同时，设置 14个省医学中心和一批
省区域医疗中心，在每个县建设1个县域
医疗中心，优化优质医疗资源配置，让老
百姓大病不出县、疑难危重疾病不出省。
抓医疗机构控费。推动医疗机构落实按
病种付费，年内取消医用耗材加成，专项
救治 10种高发的儿童血液病及恶性肿
瘤，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有效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抓全民健康促进。实
施健康中原行动计划，开展健康养老服
务，普及健康知识，改善生活方式，让每个
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尽量少
生病、不生病、不生大病，努力让全省人民
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更幸福。

省医疗保障局把“改”字贯穿始终，
着力提高整改落实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会同省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完善评审程
序，加快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审批
进度；针对当前存在的医疗服务比价关
系不合理问题，协调省卫生健康委下发
《关于开展省管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数据调查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医
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针对医保扶
贫政策宣传不到位、个别县市医保扶贫
政策落实有偏差等问题，着力完善制定
医保扶贫政策，推动“一站式”结算工作，
实行领导班子医保扶贫包片制度，下大
力气抓好深度贫困县医保扶贫工作并建
立健全长效防范机制。下一步，省医疗
保障局将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费
用不合理增长问题，进一步推进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政策落实、加大对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的打击力度、推进中央驻豫国
有企业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属地化管理，
不断开创我省医保工作新局面。

省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以解决
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药品安全民生问题
为着力点，严守安全底线，服务产业发展，
健全监管体系，切实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
平。在坚守底线、严防严控安全风险上，
坚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实施全环节、
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在
助推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开展药
品质量提升行动，督促企业主动排查风险
点源，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强力推进“一网
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并扎实
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引导
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促进我省药品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国家药监
局受理我省申请 17个品种，已通过现场
检查6个，核发批准文号3个。在提升药
品安全治理能力上，积极构建上下贯通、
运转有力的监管工作机制，同时加快药品
监管分局建设，实现监管全覆盖，并继续
提升药品监管技术支撑能力，有效服务监
管和产业发展。③4

本报讯（记者 归欣）8月 12日，河南省扶贫开发协会第
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武国定参会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省扶贫开发协会作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的重要平台，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全省脱贫攻坚大
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已成为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就新一届扶贫协会如何发挥职能作用，武国定要求，
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扛起责任；要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更加注重
推进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公益扶贫，在助力
脱贫攻坚中主动作为；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党的
领导，完善制度机制，防范风险隐患，关心广大会员，在提
升服务水平中展示形象，不断开创全省社会扶贫工作新局
面。③4

下大力气解决民生领域突出“短板”
——省卫生健康委、省医疗保障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省扶贫开发协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郑万高铁河南段
联调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