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法院给力
为农民工讨薪 受理案件2.16万件

追回工资3.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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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019 年 12 月
31日，省气象局召开通报会，公布 2019年
河南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2019年，全省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日
照均偏少。截至 12月 30日，全省年平均
气温为 15.7℃，较常年偏高 1.0℃，为 1961
年以来第二高；平均降水量为 512.0毫米，
较常年偏少 30%，为 1961年以来第三少；
平均日照时数为 1885.2小时，较常年偏少
107.2小时。年内，除冬季气温略偏低外，
春、夏、秋季气温均偏高，其中春、秋季气温
分别偏高 1.5℃和 1.3℃，为 1961年以来同
期第四和第三高值；降水量冬季偏多，春、
夏、秋季偏少，其中春季偏少53%，为1961
年以来同期第四少值。

2019年，我省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分别
是：年初雾霾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交通安
全；6月上旬大风冰雹暴雨等强对流天气
频发；入冬以来全省温高雨少暖冬趋势初
现；年内阶段性气象干旱严重不利农业生
产；1月底豫东豫南暴雪改善空气质量；8
月上中旬强降水导致多地出现洪涝灾害；
3 月底商丘市虞城县局地尘卷风引发关
注；6月上旬全省出现今年最强区域性暴
雨；年内温度明显偏高影响季节转换；4月
上旬全省大到暴雨明显缓解旱情。

其中，“年内温度明显偏高影响季节转
换气候”事件，指年内全省大多数月份气温
明显偏高，入春、入夏偏早，入秋、入冬偏
晚。全省平均入春日期为 3月 10日，较常
年偏早10天；全省平均入夏日期为5月 16
日，较常年偏早5天；全省平均入秋日期为
9月 13日，较常年偏晚4天；全省平均入冬
日期为11月 18日，较常年偏晚9天。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乾隆究竟是
一个怎样的皇帝？是否真如网络上人们
调侃的那样，对瓷器的品位堪称“农家
乐”审美？乾隆出巡河南，留下了啥故
事？元旦期间，郑州博物馆新馆启动试
运行并展出“清高宗乾隆皇帝展”，这个
展览或许会给出人们寻找的答案。

此次展览精选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乾
隆皇帝精美文物上百件，包括皇室服
饰、玉玺、画像、书法绘画作品、御用器
皿等，均为首次在河南亮相。展览分为

“密诏即位，君临天下”“稽古崇文，靖边
宣武”“怡情乐志，物阜工巧”“龙袍袈
裟，兴黄安蒙”“观风问俗，出巡中州”五
大单元。其中“观风问俗，出巡中州”单
元，通过展出“弘历嵩阳汉柏图轴”“清
乾隆御笔夜宿嵩山少林寺碑刻拓片”等
乾隆在河南出巡时留下的相关文物和

史料信息，讲述了乾隆在河南不为人所
熟知的故事。

郑州博物馆新馆总建筑面积 14 万
余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
博物馆。该馆秉承“天地之中、黄帝之
冠”的设计理念，以弘扬中原黄帝文化为
切入点，将象征黄帝文明的冕冠作为设
计原型，同时博物馆主体还有聚宝盆的
形象寓意，优美的弧度显得整个建筑饱
满圆润，有力彰显了中华大地文明灿烂
的光辉历史。

据悉，郑州博物馆新馆试开放期间，
参观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9：30至15：30，
周一周二闭馆维护设备。③4

1月 2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受西
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 4日
夜里到7日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
过程。

●降雨主要集中时段在 4日夜里到 5日，
全省大部有中雨（西部、北部山区雨夹雪转
中雪）、黄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

●降雪时段为 6日夜里到 7日，北中部有
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其他地区转中雨夹
雪。

●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偏北风 4级—5级，
最低气温较前期下降5℃—7℃。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文梅英）1月 2日，记者从省红
十字会获悉，去年，我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达114
例，刷新了中华骨髓库河南省分库成立以来的纪录；捐献总人数
达826例，连续7年领跑全国。

2019年 12月 30日，来自郑州的电焊工周小三和教师刘佳
成功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我省第 825位和 826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他们捐献的“生命种子”为两个血液病患者带去
了重生的希望。他们的爱心捐献也为 2019年我省造血干细胞
捐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去年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爱心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屡破“纪
录”：9月，共有 16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创历年单月
捐献人数之最，9月 20日当天就有 5位志愿者成功捐献；10月
15日，我省完成了第 800例的捐献，成为全国第一个达到 800
例的省份。

据悉，我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03年 1月
成立，现拥有13.4万人份志愿捐献者资料。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传统习惯，但是由烟花爆竹引发的
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烟花虽好看，安全隐
患不容忽视。

入冬以来，河南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普遍库存量较多，加
强安全监管工作迫在眉睫。1月2日，结合烟花爆竹冬季安全监
管重点时段等特点，为确保“双节”和两会期间烟花爆竹行业的
安全稳定，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监
管工作的紧急通知》。

为强化监管执法，严格管控烟花爆竹经营行为，我省将深入
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巩固零售店“两关闭”“三
严禁”和批发企业“六严禁”成效。同时开展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整治，凡与周边距离不符合要求的库房一律拆除，不得通过封堵
门窗减少存药量而降低距离要求，不得在库区内随意搭设临时
储存点，库房内不得超高堆放，不得把烟花和爆竹混放，不得存
放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年关已近，天气干燥，火灾
易发，希望广大群众按规定买卖、存放和燃放烟花爆竹，避免发
生不可预计的安全事故。我省将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
作用，落实“网格化”监管措施，加大对举报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
竹行为的奖励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对违反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有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③9

我省紧急部署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烟花虽美丽 安全要严守

安全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芳）2019年 12月 31日 9
时 1分，郑州机场南北两条跑道实施独立平行离场试验运行模
式：江西航空RY8967航班从北跑道起飞，与此同时，东方航空
MU9741航班从南跑道起飞。这是郑州机场双跑道运行后首
次从两条跑道上同时起飞飞机。

据民航河南空管分局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底，郑州机场日
均起降架次由2015年的 424架次增加到595架次，全国排名由
2015年的第15位提高到第12位；放行正常率由2015年的70.62%
提高到87.62%，全国排名由2015年的第17位提高到第9位。

目前，每天在郑州机场停场过夜的飞机已超过45架。“随着
郑州机场客货运发展、停场过夜飞机增加，繁忙时段特别是早间
集中出港起飞的飞机会越来越多，按照过去的平行跑道隔离运
行模式会出现飞机排队等待起飞的情况。”河南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康省桢说，实施独立平行离场运行模式后，机场两
条跑道可同时起飞飞机，双跑道的使用效率更高。

从双跑道隔离运行到独立离场，郑州机场双跑道运行模式
由“一起一降”优化至“两起一降”，为未来面对大面积航班延误
积压增加了一个加速放行的好工具。

据悉，郑州机场将进一步优化双跑道运行模式，未来有望逐
步实施相关平行仪表进近模式（即航空器可以在两条平行跑道
上保持前后距离同时落地），为优化空域环境、提升高峰小时航
班容量做好准备。③8

上百件珍贵文物首次亮相河南

来郑州博物馆新馆遇见“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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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南十大
天气气候事件公布

▶1月 2日，市民在郑州博物馆新馆
参观清高宗乾隆皇帝展。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1 月 2 日，尉氏县县直幼儿
园，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感受腊
八文化，品尝由红豆、莲子、桂圆、花
生、大枣、糯米等材料熬制的腊八
粥。⑨3 李新义 摄

◀1月 2日，洛阳市涧西区武汉
路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将自家腊
八粥集中起来汇成“百家粥”，邀请
社区居民免费品尝，传递邻里关
爱。⑨3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月 2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全省法院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励创新发展，2019年共受理
涉商标品牌保护案件 6568件，其中，一审、二审案件同比增长
21.9%、31.3%，一大批知名商标品牌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为我
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司法保障。

据介绍，去年全省法院审理的商标品牌纠纷案件主要呈现
四个特点：一是知名商标品牌纠纷案件数量多。涉商标品牌纠
纷案件 6568件，占全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 53.87%。二是侵
害知名商标品牌纠纷的范围广、面积大。商标品牌保护涉及知
识产权多个类别，包括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专利权、著
作权、地理标志等。三是知名商标品牌维权案件增幅明显。主
动维权的案件924件，同比增长26%。四是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涌现，审理难度增大，对知名商标品牌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商标品牌纷争快速上升，说明市场
主体品牌保护意识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表明我省知名商标品牌
发展迅速，优势特色产业逐渐形成。

据介绍，为了依法有效维护商标品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全省
法院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综合考虑侵权故意、侵
权行为持续时间、侵权获利等因素，逐步提高民事侵权赔偿数额，并
探索实行惩罚性赔偿，让侵权人付出足够的代价。对食品、药品、涉
农、汽配等涉及民生重点领域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全省法院加强
打击力度，对主犯、累犯均判处实刑，并按法律规定从重判处罚金，真
正做到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能力。对有些被告人依法适
用“禁止令”，严格限制其今后的市场经营活动。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月 2日，记者
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全省法院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
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四快三
优先”原则，依法、高效、充分地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2019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 2.16万件，为 2.89万名农民
工追回劳动报酬 3.21 亿元。审结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11 件，涉案人数
129人。

忙碌一年，农民工最怕两手空空踏上
返乡路，一旦被拖欠工资，他们最盼望的就
是能早日拿到自己的血汗钱。为了快速帮
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省高院要求全省法
院设立专门立案窗口，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的，第一时间登记立案，同时，积极推行网
上立案、网上缴费、跨域立案，方便农民工
当事人就近立案。在审理中，突出一个

“快”字，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快审快结；对于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案件，严格依法适用，实现一审终审。

洛阳市瀍河区法院受理的一起劳务合
同系列案，双方对工资数额有争议，农民工
仅能提供微信转账凭证，法官
主动走访市场，了解行业标准，
为 5 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1.5 万余元。针对大量

农民工维权时缺乏证据的现状，法院加强
诉讼引导，帮助他们依法收集证据，根据诚
实信用、公平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依法
保障农民工获得胜诉权益。

对那些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
支付的恶意欠薪者，全省法院果断动用刑
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工头黄某携60
余名工人的 28.5 万余元工资逃回四川老
家，登封市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
处黄某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万元。

在执行阶段，全省法院将拖欠农民工
工资争议案件作为重点民生案件纳入速执
程序，优先安排人力、物力，对躲避执行、有
钱不还的赖账户，采取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司法拘留、向公安机关移交犯罪线索
等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新乡县

法院在被执行人经营困难，暂无力一次性
支付全部工资时，用“放水养鱼”的办法，在
不影响被执行人经营的同时，陆续为31名
农民工追回工资 15.1万余元，取得了较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发布会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公司
收到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催告
书后，仍不支付 75名劳动者工资，郑州市
管城区法院依据人社部门提交的强制执行
申请，直接对该公司采取执行措施。

“诉讼需要一个过程，农民工一旦遭
遇欠薪，并非只能靠诉讼拿回报酬。相关
行政部门作出的决定和仲裁裁决书与生
效判决书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有助于快速
解决劳动争议。”省高院民一庭庭长刘天
华说。③9

商标纠纷增速快
名牌维权意识强
2019年全省法院审理商标品牌纠纷案件6568件

（本报记者 李若凡）

腊八到 粥飘香

插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