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全省为环卫
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共惠及5.21
万人，提供早餐
866.17万人次。

5.21
万人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2月 12日
早上 5点半，漯河市嵩山路上，56岁的
环卫工人陈三林看了看已经打扫干净
的路面，放心地朝附近的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走去，领上一份爱心早餐。

“今天是豆浆、包子、茶叶蛋，平时
还有油条、馒头、米汤和小菜，天天不
重样！”陈三林开心地说。

自 2015 年漯河市总工会在全省
率先启动“环卫工爱心早餐工程”以
来，每天准时送到身边的冒着热气的
爱心早餐，让“陈三林们”再也不用为
如何解决早餐问题发愁了。

为让更多环卫工人吃上放心、舒
心的爱心早餐，今年年初，省总工会将

“支持对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列入
2019年为广大职工突出办好的“十件
实事”，要求推广漯河等地经验，支持
省辖市、县（市、区）工会和政府有关部
门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各省辖市工会试点迅速行动。在
南阳，当地通过“政府财政补助＋爱心
企业及爱心人士自发捐助＋市总工会
经费调节补充”的多元渠道筹集资金，
全市 15个县（市、区）中，有 12个为环

卫工人发放免费早餐，覆盖环卫工人
7753人。在鹤壁，山城区总工会还扩
大关爱范围，为交警、城管、联防大队
等户外劳动职工免费发放早餐券。在
开封，4837 名环卫工人吃上爱心早
餐，政府每年为此投入费用 800余万
元。在郑州，已有 4个县（市、区）开展
环卫工人免费早餐工作，补贴标准均
为每人每餐5元，由当地政府出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 18个省
辖市、78个县（市、区）开展了为环卫工
人提供免费早餐工作，惠及环卫工人
5.21 万人，提供早餐 866.17 万人次。
全省各级政府、工会组织、社会公益组
织、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已累计投入
7134.14 万元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③3

5.21万环卫工吃上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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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科幻赋能这种
概念，刺激更多年轻人
对本土最熟悉的文化进
行加工、传播。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 月 13日，
2019（第十五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现
场，两周岁的大河财立方发布“财媒+
金融”探索实践最新成果，大河财立方
智慧财经全媒体技术架构正式揭开面
纱。

大河财立方是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大河报在财经垂直领域深化改革、
转型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我省在推
进新型财经全媒体建设中的探路和实
践。成立运营两年来，从一点到一线，
从平面到立方，从内融到外链，大河财
立方以“财媒+金融”为战略支点，以

“链接世界，赋能中原”为初心使命，在
多条战线切入新赛道，蹚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升维成长之路。目前，大河
财立方的深度报道领域，已覆盖国内
10多家顶级互联网企业、近百家金融
机构和几乎所有的上市豫企。

从1.0架构到新成果发布，大河财
立方全媒体平台实现又一次升维进
化。据了解，大河财立方智慧财经全媒
体包括“1图（财立方智图）、2网（情资
大数据网、移动智慧官网）、2端（大河
财立方客户端、立方朋友圈人物端）、1
矩阵（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矩阵）”。
通过对现代传播体系的持续探索，从广
众分发、精准分发到订制分发，大河财
立方平台已有30+分发出口。

每年的大河财富论坛，是大河财
立方内引外联的大舞台。当天，大河
财立方城市会客厅战略暨上海会客厅
也在现场同步启动。据悉，城市会客
厅将成为大河财立方在全国经济发达
区域辐射的重头戏，作为新闻之窗、社
群之家、链接之桥，把外界的优质资
金、项目引进来，把河南优秀企业、产
品、服务等推介出去。③9

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19年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国旗下半旗。8000余名各界
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解放军仪仗大队 18
名礼兵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10时整，公祭
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
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公祭现场和南京全
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
哀毕，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礼
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黄坤明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
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重温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历史，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惨
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所有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
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生命的国际
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表达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黄坤明指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时
刻，可以告慰遇难同胞和先烈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
看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
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接力奋
斗、顽强拼搏造就国家发展的新辉煌，谱写民族复兴
的新篇章。

黄坤明讲话后，82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
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
着 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
对死难者的深深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追求。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
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
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
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代
表，国内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宗教界代
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
公祭仪式。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月
12日下午，在第二届中国科普科
幻电影周（展）电影高峰论坛之一
的中国科幻新青年领袖论坛上，
科幻界青年艺术家、电影人、知名
作家和投资人共同探讨中国科普
科幻电影的成功案例，以期用科
幻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

“科幻是什么？我的理解是
科学技术对人产生的影响。从某
种程度来讲，我们现在拍的科幻
电影可能是未来的纪录片。”论坛
现场，电影《流浪地球》B组导演
郁刚说，“我们现阶段要做的就是
立足于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市
场，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好。”

目前，中国科幻电影与传统
文化有哪些碰撞呢？火马传媒董

事长、科学与幻想基金会河南代
表处首席执行官张钊在论坛现场
举例说，电影《流浪地球》里有舞
龙舞狮等场景，这能让中国的观
众感觉非常接地气、没有陌生感，

“所以，我觉得文化是根基，科幻
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科幻与文化
的融合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融

合。”
科幻作家灰狐认为，电影《流

浪地球》展现的家国观念也是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几千年的
历史、文化，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加以利用。

河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产生了非常有影响力的科
幻作家，但河南的科幻氛围并不
浓厚。张钊说：“希望通过科幻赋
能这种概念，刺激更多年轻人对
本土最熟悉的文化进行加工、传
播。”

未来，科幻圈可能会在哪方面
产生“爆点”？“短视频在未来3至5
年可能是很好的爆发点，它能够激
发更多的创作者投入科幻创作，让
科幻不再那么高高在上、遥不可
及。”张钊说。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近日，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帘子布发展公司第一批尼龙
66色丝成功下线，标志着该集团尼龙
66工业丝产品实现了从单一的无瑕
银丝到七彩斑斓色丝的突破，成为国
内少数几家掌握尼龙 66原液着色色
丝生产技术的公司之一，也标志该集
团 66 工业丝生产实现了由“传统制
造”向“智能智造”的转变。

尼龙 66色丝可广泛用于迷彩服、
箱包等军工、民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但目前，市场上所需的尼龙
66色丝大多是经过后期染制而成，存
在能耗高、污染重、色牢度低等缺点。

面对日益趋紧的环保压力和高端
客户的差异化需求，近年来，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实
施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造、技术改
造，通过立项公关，研发出一大批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积极推进
尼龙化工产业提档升级。

作为中国尼龙城发展战略的重点
项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投资4.9亿元
的 4万吨尼龙 66差异化工业丝项目，
于今年 9月一次投料试车成功。八头
纺尼龙 66原液着色色丝是继该项目
顺利下线四头纺工业丝和八头纺细旦

丝之后的又一成果，不仅使集团高端
差异化产品更加丰富，而且将成为新
的利润增长点。

12月 13日，记者在帘子布发展公
司卷绕车间看到，3个“智能机械手”
把丝筒从卷绕机上取下，按照颜色分
类，将其码放至台车的储丝架上，之后
由无人驾驶的AGV小车，按照设定的
速度、路线，将台车托运至丝库。

“以往，搬运丝筒全靠人工，操作
工要把丝筒从卷绕机锭位搬送至台车
上，再徒手推至丝库。如今，从落丝到
运输，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智
能化。”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在国内首次采用了大容量聚合加切
片纺丝和多头纺技术，以及自动落丝、

自动运输、立体仓储等智能制造技术，
配备了纺丝油烟低聚物高效回收装
置，实现了生产智能化、绿色化、高效
化。

据了解，较之传统生产线，该项目
单线生产能力和单锭生产能力提高了
3倍以上，万吨用工减少了 36%，而且
杜绝了卷绕车间因人员疲劳作业造成
的安全隐患，避免了丝筒搬运过程中
的人手触摸，进而提升了安全系数和
产品质量。

“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建设生产管
理综合管控平台，将操作、值守、维修
等进行集中管控，建成后可真正实现
自动生产、一键启停、有人巡视、无人
值守。”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③3

尼龙 66原液着色色丝实现“河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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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立方发布智慧财媒架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机器人
什么舞都会跳，真好玩！”“为什么勺
子变弯，一会儿又恢复原状？因为勺
子的弯曲部位是双程记忆合金……”
12月12日上午，在商丘好人主题公
园里，一场以科技为主题的嘉年华
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该活动作为第二届中国科普科
幻电影周（展）重要活动之一，以“科
学启迪智慧、创新驱动发展”为主
题，举办各类科普体验、互动活动，
展示科学的奥秘，分享科学的乐
趣。嘉年华活动期间，设置了科普
科幻海报展览、无人机竞技表演、机
器人表演以及互动体验、VR 体验
等相关活动。

据了解，除了 VR、AR 体验及
科普科幻嘉年华活动外，还包括优
秀科普科幻影视动漫作品展映、电
影市场交易、电影高峰论坛、创投路
演等内容。③8

来这里赴一场科技盛宴来这里赴一场科技盛宴

青年艺术家、电影人和科幻作家共话科幻与传统文化

用科幻赋能本土文化

□本报记者 黄晖

12月 13日，国际乒联世巡赛总决
赛在郑州奥体中心进入第二天，国乒
军团有喜有忧。

混双半决赛，国乒组合许昕、刘诗
雯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林昀儒、郑怡静。

“昕雯”组合延续了首战的上佳状态，仅
在第二局与对手有过短暂的僵持，其
余时间完全掌控比赛，11∶3、13∶11、
11∶1，干脆利落完胜对手，挺进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由日本组合水谷隼、
伊藤美诚迎战赛会卫冕冠军中国香港
组合黄镇廷、杜凯琹。由于脚伤影响，
黄镇廷整场比赛都不太敢于发力和跑
动，直接影响到了组合的战斗力，最终
俩人0∶3负于对手，无缘决赛。

在女双赛场，国乒组合孙颖莎、王
曼昱对阵日本组合木原美悠、长崎美
柚的半决赛引人瞩目。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对手，国乒
“鲨鱼”组合拼劲十足，率先以 11∶3、
11∶4先下两局，不过俩人随后没控制好
节奏，没能顶住对手的反攻，以 3∶11、
12∶14连丢两局。决胜局比分依然胶着，

最终，日本组合把握机会的能力更胜一
筹，14∶12胜出。由于“鲨鱼”组合是本
次总决赛国乒女双独苗，所以本场失利
后，国乒实际上已无缘女双金牌。

联想到首日丁宁被日本选手爆
冷，这场失利也让场边的不少球迷和
记者觉得，日本女乒对国乒的威胁，越
发“实实在在”了。

当天最具看点的比赛，无疑是压
轴进行的一场男单1/4决赛，由现世界
排名第一的许昕对阵日本希望之星张
本智和。混双、男双、男单三线作战、当
天已经是第三次出场的许昕略显疲
惫，比赛中也屡屡陷入被动和落后局
面，但他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一次又一
次救起局点、赛点。最终在决胜局中，
许昕在1∶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13∶11
完成逆转绝杀，4∶3淘汰对手进军男单
四强。

国乒另一位晋级男单四强的是林
高远。男单四强的另外两个席位将在
今天产生。

在女单赛场，闯进四强的陈梦将
在半决赛中对阵日本选手伊藤美诚，
另一场半决赛将在国乒女将王艺迪和
王曼昱之间展开。

当天还进行了两场男双半决赛，许
昕、樊振东以3个11∶9战胜队友林高远、
梁靖崑晋级决赛，他们的决赛对手是中
国台北组合林昀儒、廖振珽。③9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农民工春
节返乡能不能过一个安心年，这得看
他们的薪水能不能按时发放。12 月
13日，记者从济源了解到，该市建立的
专款专户“资金池”，让在外打拼的农
民工既能工作“安薪”，又能过年安心。

为确保不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
象，济源要求所有新建项目开工前必
须在银行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并督
促施工企业按月将资金注入专户，专
款专用，确保农民工按月拿到工资。

农民工工资专款专户管理制度实
行后，项目施工方委托银行按月统一打
卡发放农民工工资，从根本上解决了边

清边欠、前清后欠的“老大难”问题。
“以前都是从老板手里领工资，经

常拖欠，现在工资直接打进俺的银行
卡，心里踏实多了！”在济源市区的一
处房地产施工现场，钢筋工李小兵笑
着说：“现在只管安心干活，没啥后顾
之忧。”该工地项目经理赵先生介绍：

“农民工能安心干活，也确保了工程进
度。”

记者了解到，临近年底，济源对建
筑施工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开展
地毯式排查，“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企业，春节后坚决不允许复工。”
济源市建管处负责人表示。③6

济源农民工工资有了专款专户

“昕雯”高歌猛进 女双无缘冠军
2019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第二日

12月13日，中国组合许昕（左）/刘诗雯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12
月12日在河南商丘举办，科普科幻电影再
引关注。12月10日，记者采访了刚刚获得
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高荣誉奖项“终
身成就奖”的河南科幻作家王晋康，此前他
还摘得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
成就奖”等，已深耕科幻文学近30年。

他认为本次电影周的举办为科幻作
家和影视公司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让
更多优秀的作品有希望走进大众视野，同
时也为影视公司提供了大量精彩的故事。

王晋康认为，科幻作品就是要用通
俗的语言把科学的震撼力转化为文学的
感染力。科幻作家时刻保持激情和好奇
心是写作的源泉，此外还要尽可能广泛
地阅读，时刻保持感官的敏锐，从海量的
知识中收获感动和灵感。

近年来，随着《流浪地球》等科幻影视
作品的高票房，不少科幻小说被搬上银幕。

“当影视界资金进入科幻圈，不少作
家开始能够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了。科
幻文学的发展从短篇、长篇畅销书，再到
科幻电影、下游产品，虽然我们现在还处
于第三个阶段，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
好的开始。”王晋康说。③9

把科学的震撼力
转化为文学的感染力
——访河南科幻作家王晋康

第二届中国科普科幻电影周（展）在商丘举办，主题聚

焦“科技之光，点亮中国”，时间从 12月 12日持续至 16日。

论坛

现场观众参与机器人互动体验。②49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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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