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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新中国峥嵘岁月

·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在短时
间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从每立方
米一百微克急速升至每立方米四五
百微克，这显然是一个沙尘传输的
过程。”10月 28日，河南省环境监测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范围沙尘过境中原，多个城
市出现空气重度污染。10月 28日
早上，豫北、豫中等地的可吸入颗粒
物（PM10）浓度监测曲线开始急速
上扬，中午时分达到高峰，安阳、濮
阳等地甚至连续数小时出现了“爆
表”。信阳、驻马店等豫南地区则在
当天中午开始出现沙尘天气。

据了解，10月 27日下午起，一
股沙尘先后经过内蒙古中部、陕西
北部、山西大部，随后影响华北平
原。沙尘过境使局地 PM10浓度短
时快速上升，同时对其他污染物具
有清除作用。

主要发生在春天的沙尘天，怎
么在秋季也出现了？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攻关中心分析研判，今年 9月
底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 1摄氏度左右，沙源区地
表尚未封冻，土质疏松，在西北方向
较强的冷空气作用下，沙源区的沙
尘向下风向地区传输。

根据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最新
预报结果，未来两天我省空气质量
仍然会受沙尘天气影响。10月 29
日，全省偏南风 2到 3级，受浮尘滞
留沉降及回流影响，全省白天时段
仍持续PM10轻度至中度污染。10
月 30 日，可能仍有浮尘影响，我省
北部、东部 PM10 浓度仍将出现高
值。

根据有关规定，沙尘传输天气不
属于重污染天气管控范围。因此，本
轮沙尘天气不对企业生产产生影响。

有关专家提醒公众，沙尘天气
时，空气中颗粒物浓度高，应减少户
外活动，外出时最好佩戴口罩，做好
个人健康防护。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10月 25日，鹤壁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10家企业在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

据悉，此次集中挂牌的均为鹤壁
市近年来涌现出的创新型、成长型和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涵盖汽
车电子、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领域，
此次正式进入资本市场，有助于企业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强科技创
新、提升经营效益、促进高质量发展。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是经省政府
批准设立、由中原证券发起并控股的
我省唯一的区域股权市场，俗称“四
板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中心2015年开业开市

以来，承担起为全省广大中小微企业
提供股权登记、托管、挂牌、转让及融
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的职能，受到各级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
新增挂牌企业数量在全国各区域股
权市场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鹤壁市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水平，积极推动优质企业
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加快发展、做优做
强。该市出台上市后备企业培育三
年行动计划，通过完善机制、强化宣
传、跟踪指导等措施，加快挖掘和培
育全市上市后备企业资源。目前，鹤
壁市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
业已达 57家，对该市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③8

1994 年 12 月 14 日，经过长达
数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
工，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
电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
梦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
略》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事。
20世纪 50年代，在不到 5年的时间
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
建设问题，先后 6次咨询当时的长
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年，邓
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
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
表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
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
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150
米的三峡方案。1992年4月，七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
水利工程的决议。其中，引人瞩目的
是决定修建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和
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其182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 847亿千瓦时
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主体工
程三峡大坝全长 2309米，坝体混凝
土浇筑总量为 1600多万立方米，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2006年 5月 20日，全线浇筑达
到 185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自
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陵
峡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人生的轨迹，往往会被偶然的
一件事改变。杨永峰从企业老板到
从事应急救援职业的改变，来自一
次生死大营救。

9月 14日，刚刚获得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杨永峰，动情
地向记者谈起了改变自己人生的那
件往事。

2015 年 3 月 2 日深夜，杨永峰
开车行进在太行山林州小虎山路段
时，发现一直行驶在前面的大巴车，
在盘山公路的转弯处突然消失了。

杨永峰顿时意识到大巴车可
能坠崖，掉转车头折返查证后，第
一时间报警，并冒险踏荆棘下悬崖
抢救，为后续的生命大营救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让 13个人的生命得以
挽救。

“4年多过去了，我难忘一个孩
子搂住我哭喊的那一幕，‘叔叔，你
救救我吧’，人们对生命的渴望、留
恋，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的生命
是如此的宝贵。”杨永峰回忆。

事后一个多月，杨永峰放下了
原来的生意，组建了以搜救、救援为
主旨的红旗渠应急救援中心，自己
出任理事长。目前救援中心注册队
员50多名，还有200多名志愿者。

洪涝灾害、“驴友”失联、交通意

外事故……灾害事故发生现场，杨
永峰和队友的身影频频出现。

还有一件事，让杨永峰至今铭
记。那天，他接到求救电话：“你快
来吧，我父亲突然倒地，全身抽搐。”
当他赶到现场时，老人身上还有余
温。由于之前在场的人不懂心肺复
苏急救常识，只能眼睁睁看着鲜活
的生命逝去。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杨
永峰：“救人也需要掌握丰富的专业
知识，不能光凭一颗爱心。”

打那时起，杨永峰开始赶场式
地参加山地救援、水上水下救援、心
肺复苏、地震救援等专业培训。他
兴奋地说：“如今，我已经有了应急
救援员、心肺复苏（AHA）等 4个专
业技术证书。”在许多救援中，不少
专业知识都派上了用场。

从去年初夏，杨永峰和他的团
队开始普及安全救援常识。去年，
他们先后在 16个乡镇、4个社区巡
讲86场，强化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爱心无地域局限。今年 8 月，
杨永峰倡导邀请濮阳、内黄、汤阴、
浚县等地的救援队来到林州龙湖，
一起参加水上应急实战演练，提升
了快速反应和水上综合救援能力。

用大爱书写不平凡的人生。杨
永峰和他的团队，近年来先后参与
各类搜救、灾难应急处置等 617次，
成功挽救了 521 个人的生命，用大
爱温暖了人间。③4

大范围沙尘过境我省
外出时最好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0家鹤壁企业集中挂牌“四板市场”

杨永峰：用大爱托举生命

高峡出平湖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 月 28 日
12 时许，随着首趟 G55543 次动车组
列车从郑州东站发出，郑万铁路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段进入试
验运行阶段。而在此前的10月 25日、
10月 27日，郑阜铁路、商合杭铁路郑
州局管段也相继开始试验运行。这标
志着三条线路开通进入倒计时。

郑万铁路位于豫、鄂、渝三省市境
内，郑州局管内正线长度约 350.8 公
里，分别在郑州东、郑州南、长葛北、禹
州、郏县、平顶山西、方城、南阳东、邓
州东等车站进行试验。郑阜铁路试验
运行列车从郑州东站发出，途经郑州
南站、许昌北站、鄢陵站、扶沟南站、西
华站、周口东站、淮阳南站和沈丘北
站，到达界首南站，全程运行约 270公
里。商合杭铁路位于河南、安徽和浙
江三省境内，郑州局管段48.192公里，

设商丘站、商丘东站两座车站。
据介绍，高铁开通前列车试验运

行为期 1个月，三条铁路正线速度目
标值为每小时350公里。

郑万铁路北接京广、徐兰客专，
与陇海、登杞、石武、京广、禹亳、平
禹、孟平、宁西、汉丹等路网干支线相
交，南端连接万州，开通后从郑州到
南阳仅需 1个多小时，平顶山、南阳等
地也将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郑阜
铁路开通运行后，河南米字形高速铁
路网的“一捺”将成为省会郑州与省
内东南部城市往来的便捷通道，也将
成为河南省与安徽省互联互通的又
一快速通道。商丘是陇海铁路、京九
铁路、徐兰高速铁路的交会处，商合
杭铁路开通运营后，中原地区将新增
一条连接江淮和长三角地区的快速
客运通道。③4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 月
27日上午，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金水专场活动
在郑州市金水区河南外包产业园
会议中心举行。活动邀请了韩国
的 李 正 学 、美 国 的 IFTIKHAR
AHMED（义夫）等大数据、人工智
能、生物医学、环保工程领域的专
家学者共80余人参加。

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金科智
汇谷、河南省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
地、郑州金惠新悦计算机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全面了解了金水区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新型研发机构培
育、协同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在信息安全、视觉大数
据智能、巡检机器人等领域的战略
布局。参会专家代表徐国彤、赵利
林、陈海雷分别就“基于干细胞的
视网膜变性治疗方法”“大数据高
速存储和备份”“5G智慧物联在智
能化当中的应用”等项目进行了演
讲和推介。

金水区作为郑州市的中心城
区，空间布局科学、产业培育系
统、公共服务完善、政策保障有
力，是一块创新创业的热土，百业
俱兴，商机无限。近年来，该区发
展势头强劲，在新型城镇化发展、
产业发展、创新发展、生态建设中
不断谋求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核
心竞争力。该区前瞻规划，提出
了“实现两个率先、领跑中部城区
发展”目标和“一二三四五”的发
展路径，把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
展布局相结合，以产业高地建设
为支撑，将创新驱动作为首要发
展策略，将活力金水作为第一发
展方向，成就了全国百强区的繁
荣盛景。③8

郑万、郑阜、商合杭铁路郑州局管段相继试运行

我省米字形高铁网正加速建成

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金水专场活动举行

专家学者助力
新兴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月 27日，
登封市召开大会，发布《美丽登封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对“美
丽登封”建设进行总动员。“美丽登封”建
设计划实施项目132个，总投资413.46
亿元，三年完成投资287.22亿元。

进一步走好生态优先、文化引领、
绿色发展新路，把发展美丽经济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平台和抓手，
登封提出“六美”建设，即全面建设“山
之美、水之美、文之美、业之美、城之
美、乡之美”，让美丽成为登封发展的
鲜明特征。

构建绿水青山生态基底，实现“山
之美”。落实全域生态绿化行动，到
2021 年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46.3%，重现嵩山之峻、洞天之幽、中岳
之美；对 5条重点道路生态廊道立体景
观进行优化提升，使游客在登封远看
山、近看田、俯看水。

加快推进“四水同治”水润登封，实
现“水之美”。推进“双水源供水保障、
河湖水系综合治理、水环境整治、以水
定城”四大行动，努力营造郑州西部山
水美城。完成南水北调每年引水 2000
万立方米、西水东引每年引水 5500万
立方米工程，彻底解决登封用水难。

以文旅深度融合提升城市软实力，
实现“文之美”。统筹文旅优势资源，打
造少室阙—少林寺等 5条精品旅游线
路，配套慢行交通系统、嵩山驿站、观景
平台等设施提升嵩山旅游品质，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充分发挥在郑州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

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业
之美”。淘汰整合“三高两低”落后产
能，守牢绿色发展底线；引导传统优势
产业向高新技术、文化旅游等新兴主导
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休闲度

假、体育赛事等新兴文旅业态，加快向
美丽经济全面转型。

实施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实现“城
之美”。优化城市规划、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强化城市管理、聚集城
市人气、活跃城市经济，使城区加快成
为大游客服务中心，打造具有旅游城市
特质、山区城市特质和人文底蕴特质的

“天地之中”世界历史文化名城。2021
年登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62%。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之
美”。抓住“基础、产业、富民和城乡一

体”四个关键，实施“产业发展提质、生
态环境提优、乡风文明提升、基层治理
提效、富民强村提速”五大工程，带动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把4个重点镇打造
成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宜居
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登封市委负责人表示：“通过美丽
登封建设三年行动，修复山水自然生
态，彰显历史文化底蕴，提升特色旅游
品牌，推进高品质新型城镇化建设，将
登封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
鲜明、服务设施完善、城乡和谐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城市！”③6

山美 水美 文美 业美 城美 乡美

美丽登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启动

10月 28日，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汉语桥”参赛选
手走进郑州西亚斯学院，体验由该校师生精心准备的
中国传统文化项目。舞龙舞狮、腰鼓、书法、茶艺等一
项项体验活动吸引了各国选手，也为世界各国青少年
搭建起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跨文化交流平台。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当“汉语桥”遇上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0月 27日，
亚吉铁路电力机车司机培训班在郑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开班，65名来自埃塞俄
比亚、吉布提的火车司机将在这里接受6
个月的培训，成为亚吉铁路线上首批驾驶
跨国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的本地化司机。

亚吉铁路是非洲大陆第一条电气
化跨国铁路，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
装备建设而成，是中国铁路标准“走出
去”的里程碑，在“一带一路”建设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成运营不仅加

深了中非友谊，也助推了我国铁路标准
在非洲的落地和推广。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此次
培训活动，是高职院校落实教育部‘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探索办学新模式的又一
具体实践。”开班仪式上，教育部中外人文
交流中心副主任杨晓春表示，这不仅是一
次技术技能培训，更是一次国际交往中的
人文交流，希望学校选派最优秀的教师，
克服语言困难，优化培训方案，培养出高
水平的电力机车驾驶人员。③5

服务“一带一路”增进中非友谊
郑州铁院为亚吉铁路培养首批电力机车司机

“山之美”
到2021年，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6.3%

“水之美”
完成南水北调每年引水 2000万立方米、西水东引每年引水 5500万
立方米工程

“文之美”
打造少室阙—少林寺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

“业之美”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休闲度假、体育赛事等新兴文旅业态

“城之美”
2021年登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2%

“乡之美”
把4个重点镇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镇

制图制图//王伟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5 日，记者从在北京举行的第二
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电影周（展）将
于 2019年 12月 12日—16日在河
南省商丘市举行。

本届电影周（展）由中国电影
制片人协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
会、河南广播电视台、商丘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活动旨在搭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普科
幻影视发展交流与合作平台，展示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科普科幻
影视动漫的发展成就和新时代科
普科幻影视动漫作品发展最新成
果，进一步推动电影与科技的高度
融合，促进科普科幻影视动漫产业
大发展大繁荣。

目前，活动组委会经过数月的
精心筹备和作品评审，在面向全国
征集的近 400部科普科幻参评作
品中，最终评选出金奖 5部、银奖
10部、铜奖25部，获奖作品名单及
获奖作者将在电影周闭幕式上闪
亮登场。

据了解，本届电影周（展）活动
主要包括开、闭幕式暨颁奖盛典；
优秀科普科幻影视动漫作品展映；
电影市场交易；高峰论坛；创投路
演；VR、AR体验及科普科幻嘉年
华活动等六大版块内容。③9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
周（展）将于12月在商丘举行

集中展示国产科幻
影视动漫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