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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

“标准+检验+认证”一站式服务助力防爆产业走出去

今年3月，南阳一家防爆电机生产
企业寻得了一个“出海”发展的好商
机，欧洲某公司想要订购其一批新设
备，前提是该类产品必须在8月份之前

获得欧盟防爆电气产品认证。
在几个月内拿到国际认证，这在

以前是不可能的事。“产品需要先在国
内特定机构做实验，数据传到国外认
证机构，对方认可再发证书，整个过程
再快也要一年，那时市场机遇早错过
了。”企业负责人王强说。

但幸运的是，这个“不可能”早已
被破解。2014年，南阳防爆电气研究
所在荷兰设立防爆电气产品认证机
构，将国际认证这条“漫漫长路”变成
了“一站直达”。

“该机构不仅取得了欧盟认证机构
授权，还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
十余个国家的专业科研实验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双方互相认可报告。”南阳防
爆电气研究所副所长张刚介绍，国内设

备只需在该所通过检验，就能直接拿到
国际认证证书，这个过程仅需4个月。

一家国内研究所为何能到国外设
立权威认证机构，底气何在？张刚的回
答是，研究所近 70年来在防爆领域坚
持不懈的钻研和深耕，以及由此在防爆
设备标准化工作上获得的话语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南阳防爆电气
研究所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富豪”。作
为我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防爆研究的
机构，它是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承担国
家和行业大量的标准制修订工作。截
至目前，不仅制定了70余项国家标准、
40余项机械行业标准，还代表国家跻
身防爆领域的国际标准制修订行列，
推动中国防爆电气技术在世界市场也

能“说得上话”。
省标准化协调推进厅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郑
文超说，“研究所制定的标准涵盖了各
类防爆设备的设计、制造、检修、安装、
使用和维护，在煤炭、石油、化工等各
行业都有大范围应用。作为指导规
范，标准推动防爆产业提质增效，更为
安全生产提供了坚强保障。”

正是因为在标准领域的影响力，
去年10月下旬，研究所作为承办方，成
功将国际电工委员会“爆炸性环境用
设备技术委员会”的年会召开地争取
到了南阳，这也是该年会首次在中国
召开。“来自23个国家的近百名专家代
表齐聚河南，参会同时走访省内防爆
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河南制造的实

力。”张刚介绍。
研究所对防爆产业的技术推动也

在极大拓展。目前，该所还是国家防
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CC
认证机构等，真正实现了“标准制定+
检验服务+认证准入”一站式服务，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撑。

在“标准、检验和认证”的全方位
技术加持下，我省防爆设备制造业迅
猛发展。目前，河南已建成全国重要
的防爆电机、电器、起重机、加油机、加
气机、特种防爆装备等防爆产业基地，
其中南阳的防爆电机和防爆机器人产
业在全国占据龙头地位。以卧龙电气
南阳防爆集团公司为例，其年均出口
额近2亿元。

位于欧洲的认证中心更像一座“桥

头堡”，在大力推动省内企业“走出去”
的同时，也极大便利了国外企业“引进
来”。通过为国外企业颁发中国的认证
证书，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入中国，
为国内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契机。数据
显示，目前该中心已为来自欧洲、印度、
澳大利亚等国的知名防爆电气制造商
颁发了各类认证证书数百张。

王强的欧盟国际认证证书早在 7
月份就拿到了手，新设备整装待发，准
备驶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南阳防爆电
气研究所也在谋划更大层面、更高规
格的标准工作，“我们计划对现有标准
进行整合，拿出一个更具统领性、法规
性的标准文件，即‘爆炸性环境设备防
爆技术规范’，目前国家已经立项，它
将作为顶层技术法规，为我国防爆产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技术动能。”张
刚说。

当前，全省上下都在积极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市
场主体是稳定就业、收入和消费的
重要力量载体。近年来，我省以
“标准化”工作为引领，推动一批企
业快速成长为行业翘楚，并通过掌
握标准的制修订权，极大提升了自
身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核心竞
争力，带动整个行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即日起，本报与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共同推出《落实“六稳”“六
保”——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开放中的标准力量》专栏，以企业
为切入点，深入报道我省标准化工
作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
蓄起的强大动能。

□孙静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
芳）眼下正值民航暑运高峰期。8月
24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郑
州机场客运正全面加快恢复，日均航
班量在 500架次以上，日均发送旅客
超过5万人次。

今年前 7个月，郑州机场累计完
成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
国际地区客运量 18.2 万人次。暑运
期间，乘飞机出行应该注意什么？如
何做好疫情防控？郑州机场发布相关
出行提醒。

广大旅客要合理安排出行，及时
了解目的地防疫要求，提前准备和填
报健康信息；在办理值机、安检等过程
中，自觉保持排队间隔。旅客在提取
行李时，请尽量避免拥挤和人员聚
集。旅客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
减少出行，临时外出时全程佩戴口罩，
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接受排查和
诊疗，就医过程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就医时主动告知医护人员
流行病学史。

对于国内到达郑州的旅客，在
到达通道内，须扫码进行入郑健康
信息填报，并向工作人员出示。如
果是红码，机场方面将把这些旅客
移交给地方政府；如果是绿码，可在
提取行李后离开到达厅。对于高龄
老人、没有手机的儿童等旅客，郑州
机场安检站设立了帮扶点，帮其完
成扫码、身份查验等防疫手续。对
于国际（地区）分流到郑州机场的入
境航班，郑州机场积极配合地方政
府、海关等部门，做好入境旅客的防
疫保障工作。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8月 24日
是伏末的最后一天。伏天的结束意味
着盛夏进入倒计时。本周，随着雨水
暂停，我省最高气温将缓慢回升，昼夜
温差变大。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全省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周降水量：东部、东南部
3mm～15mm，局部 20mm～30mm；
其他地区1mm～10mm。全省大部分
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周
平均气温：东部、东南部26℃～28℃；
西 部 山 区 22℃ ～24℃ ；其 他 地 区
24℃～26℃。29日到 30日，东部、东
南部有阵雨、雷阵雨。

目前，我省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
成关键阶段，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各
地应因地制宜开展水肥管理，前期出
现渍涝的地区，可适量追施速效氮肥，
以补充因雨水淋溶造成的养分缺失，
确保秋作物后期不脱肥。同时，也可
适当喷施叶面肥提高植株生物活性，
促进干物质积累。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如何度过浪漫七夕，是众多有
情人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众多商家关注的重点。8月24
日，记者走访省会多家商场看到，各大商家早早启动了
七夕模式，推出套餐、玩创意、秋品上新等各种促销手
段，迎合消费者“浪漫一把”的需求。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即可参与大牌秒杀活动，特
别是七夕节当天，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搞定。”郑州丹尼
斯大卫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不仅有乐队演出，还
有广场灯光秀等节目。

吃一顿浪漫晚餐是很多情侣过七夕的一种选择。
为了招揽顾客，郑州正弘城不少中餐门店适时推出七夕
节199元、299元套餐，并采取情侣就餐送荷包、毛绒玩
偶等小礼物来吸引顾客。

七夕和爱人一起看电影，两部最适合七夕档的电
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荞麦疯长》如期上映，大众点
评、猫眼、淘票票等在线平台售票情况火爆。

美妆是七夕礼物的主力军。在郑州王府井熙地
港，各种赠送永生花的套装礼盒被摆在了专柜显眼位
置，针对七夕节推出了7.7折活动，其中香奈儿、迪奥、
圣罗兰等国际美妆品牌导购，更是贴心为顾客测试肤
质并推荐适合套装。

与实体店注重体验感促销相比，“逢节必促”的各大电
商平台依旧喊出“大放价！折上折”的口号，靠直播带货、以
价格取胜。记者登录多家购物网站发现，“七夕礼物”升至
首页推荐位置，其中以饰品为主，玩具、服饰占比也不小。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郑
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表示，希望七夕节商家掘金“甜蜜
经济”时，避免“皮囊好看”的噱头，注重“灵魂有趣”的促
销，深度挖掘并植入穿针乞巧、拜织女、拜魁星、吃巧果等
七夕传统习俗，提升商业消费的美感和艺术感。③6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曾经，每到一家医院都要办理一张就诊卡，辗转多个窗口
缴费，排队取药、做检查，成为很多人看病就医的烦心事。如
今，到郑州市各个公立医院看病，这样的“烦心”体验已一去
不复返了。

8月 22日上午 9点，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门诊
大厅人来人往，入口处并排摆放的十几台自助挂号机前
没有排长队现象。“太方便了，不用办卡，直接用身份证就
能挂号。”从南阳来的朱女士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短短
两三分钟，就通过自助挂号机刷身份证快速建档并挂上
了当天的专家号。

不仅挂号流程简化了，取药、做检查也快多了。
患者王先生刚拿到医生开的血常规检查预约单，打开
手机支付宝扫了一下单子上的二维码，完成支付缴
费后直接前往检验科，按照系统的精准预约时间抽
血。一个小时后，检查结果清楚地显示在王先生的
手机上。

带孩子看病的家长也舒心多了。在郑州儿童
医院病房内，住院部收费处的两名工作人员推着一
台“床旁结算”一体机，为刘女士的孩子办理出院
结算手续。“带孩儿看病最怕到处排队，现在不出
病房，所有手续就都办好了。”刘女士说。

这样的便利得益于郑州市积极推进的“就医
一卡通”改革。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郑州市充分整合“互联网+医
疗”信息资源，在市县两级公立医院积极推进“就
医一卡通”改革，在此基础上拓展推行“诊间支
付”、“床旁结算”、检查检验结果查询等多项便民
服务，极大地改善了群众就医体验。目前，郑州市
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实现了“就医一卡通”，市级公
立医院全部实现了“诊间支付”、“床旁结算”、检查
检验结果查询等服务。

“现在来医院看病很省事，患者只要有身份证、
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等任意一种有效身份证件，即可
直接在医院完成全流程就诊。即便是没有身份证、
社会保障卡的特殊群体，借助国家卫健委推广的电子
健康卡也能顺利看病。”郑州中心医院门诊办公室主
任魏海英介绍。

医疗服务质量在提升，看病费用在降低。濮阳市民
王先生患有慢性胃病，需要长期服用兰索拉唑肠溶片。

“原来1盒药要 21.92元，现在只要4.96元，一年就能省近
900块钱。”8月23日，王先生给记者算起吃药的账，语气中
透着高兴。

今年7月份，濮阳市在全省率先开展药品大规模集中带
量采购。“在落实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57个品种的同时，濮
阳市又独立开展 130种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涵盖心脑血管
类、抗生素类、呼吸消化内分泌类等药品。”濮阳市医保局办公
室主任郭献红说，与基准价相比，中选产品平均降幅为 19.49%。
经测算，130种药品，执行集中带量采购前每年采购金额为4.21亿
元，执行后为2.83亿元，每年可节约1.38亿元。

目前，两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共57个品种已在我省落地实
施，所有公立医院及部分民营医院可以买到这些“平价药”。据悉，下
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集中带量采购药品政策落地实施，让百姓享受到
更多医改红利。③5

郑州机场暑运热
日均发送旅客超5万人次

阴雨暂停 气温缓升

8月 22日，旅客在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办理值机手续。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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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兴豫⑤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告别坚持了数
月的“云见面”，七夕的关键词是“陪伴”。8
月 24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广州、
杭州、成都、南京、重庆、长沙、郑州、深圳、
北京上榜全国十大热门火车旅行目的地。

为迎接七夕，我省多地景区景点纷纷
推出优惠政策和特色节目。8月 22日晚，
七夕限定大型实景演出《天宫婚书·梦华人
间》在豫见·樱桃沟园区内首演，伴随着唯
美的音乐，在声光水雾电的渲染下，牛郎织
女爱情的忠贞与信任深深感动了现场千余
名观众。

另外，中牟建业电影小镇也推出了七
夕特惠门票，浪漫电影之旅打造两人专属
回忆；焦作云台山电音节七夕专场女士免
票，还有超强音浪、荧光派对、创意市集、机
甲战士等节目，将吃喝玩乐一网打尽。

从七夕前一个周末开始，到七夕次日，
热门城市机票价格上涨 17%，仍阻挡不了
人们“有缘千里来相会”。携程相关负责人
表示，七夕前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郑州
站、郑州东站周边 5公里酒店热度上涨了

50%。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老刘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前几
天，他和朋友老白一起打篮球时，与

老白发生碰撞，受了伤。
“抢球时，双方发生

身体碰撞，我俩都摔倒了，我的左腿
骨折了，老白需要担责吗？”老刘来到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向律师张少春
咨询。

“老白当时有没有恶意犯规，或
者蓄意性犯规把你撞倒？”张少春
问。“没有，我俩就是正常抢球。”老刘
答道。

“是老白拉我去打球的，他是否
需要承担责任？”老刘不解地问。“你
是自愿参加的，老白对损害的发生没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无须
担责。”张少春说。

老刘遭遇的这类事件在平时生
活中比较常见，例如：和朋友一起进
行体育锻炼时，被对方碰撞，导致受

伤，能不能要求对方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孩子在学校上体

育课时受了伤，学校到
底担不担责，怎么

担责？
张少春说，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
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自愿参与对抗性较强的文体活
动，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活动的危险
性，由此产生的正常风险应当由参与
者自行承担，这就是‘自甘风险’原则。

‘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范围，是具有一
定危险的文体活动，包括专业体育运
动、非专业体育运动、户外探险活动
等。因此，对于在自愿参加的体育活
动中受到的伤害，如不能证明对方属
于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行为，则不能
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张少春说。

“我打球的篮球场地是收费的，

我可以要求商家担责吗？”老刘继续
问。“如果商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比如篮球场维护不力导致他人受
伤，可以要求商家承担侵权责任。”张
少春答复。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
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张 少 春 建 议 ，参 加 体 育 活 动
时，要选好运动场地，注意自身安
全。③8

打篮球受伤，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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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与对抗性较强的

文体活动，由此产生的正常风

险应当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8月 24日，郑州市一花店内店员正在打理鲜花，
备足货源迎接七夕。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