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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一帆

防灾减灾，一直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永恒课题。2018 年 10 月 10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强调，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
灾害防治体系，推动建设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工程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
施加固工程。

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工作成效
显著。在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
之际，记者深入安阳等地，实地探访我
省抗震设防建设情况。

探寻地下的“秘密”

5月 8日，乘坐高铁从郑州一路向
北，在驶入安阳东站前几公里处，列车
向东拐入了一个弯道。

“弯道”，大有文章。站在铁路规

划图前，安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防
震减灾中心主任梁顺德边用手比画边
说：“这道弯儿，使高铁绕开了地下活
动断层——太行山山前断裂带，规避
了地震风险。”

13年前的四川北川县城之所以
遭到毁灭性破坏，“罪魁祸首”就是断
裂带。那场地震中，北川县城几乎被
夷为平地，不少楼体被地面裂缝吞
噬。而远离断裂带的灾区，同样抗震
等级的房屋只受到了轻微损伤。梁
顺德说：“对于危化品工厂、核电站、
水库大坝而言，选址更要避开活动断
层，若引发次生灾害将不堪设想。”

为了找到地下的地震“元凶”——
活动断层的位置。“十二五”和“十三
五”期间，我省相继开展了城市活断层
探测、全省地震构造探查，2020年，又
开启了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程，对地
震风险开始“全面排查”。

这就意味着，“潜伏”在我省地下
的活动断层将尽在掌握之中。

给农房穿上“抗震衣”

防震减灾不仅要摸清“地下”，还
要巩固“地上”。

在汤阴县五陵镇抚寨村，村民李
保生的“新房”窗明几净。看着粉刷一
新的白色墙面，李保生说：“别看这墙
面没啥稀奇，里面结实着哩。”

其实，李保生家的“新房”是 40年
前采用砖木结构建造的。说它“新”，
是因为披上了一件新款“抗震衣”。

汤阴县住建局副局长李东彬介
绍：“沿着房屋内侧的承重结构，我们
刷了一层 1.5厘米厚的高延性水泥，这
种特种水泥混合了一定比例的纤维材
料，和普通水泥相比，它兼顾了韧性和
硬度。加固后的房屋，就像穿上了一

件‘抗震衣’，可以抵抗高烈度的地
震。”

坚实的房子，是抗震的第一道屏
障。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地震中 95%
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地震引起的建
筑物破坏或倒塌所致。与城市住房不
同，农村住房建设缺少统一规划和质
量监管，是抗震设防的短板。

为了让更多村民不花钱住上抗
震房，去年，省住建厅、省地震局和省
财政厅共投资 2.6 亿元，用于补助全
省农房抗震改造，目前已开工 2.2 万
余户，户均补助 1.75 万元。“到 2023
年年底，要基本建
立完善全省加固工
程支撑体系，让老
百姓都能住上安全
可靠的房屋。”省地
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朱
培伦）5月 11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
我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成绩突出，连续
三年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

据介绍，5月 7日国务院办公厅通
报，我省嵩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受到督
查激励表彰，中央财政在安排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时，将给予适当奖励或倾
斜支持。至此，我省连续三年被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确定为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份，卢氏
县、鲁山县、嵩县受到国务院激励表彰。

全省累计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
庭等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58.13万户，
顺利实现危房清零目标任务，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省住房建设系统不断创新，扎实推
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创新鉴定模式，
全面推行县级住建部门集中组织鉴定
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鉴定的方式开
展房屋危险性鉴定，鉴定结果挂牌公
示，有效提高了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公
信度。创新保障模式，将危房改造与推

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危房改造建新
拆旧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机结
合。全省共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 112
处、幸福大院477处，置换租赁闲置农房
3374处、修缮加固闲置公房43处，既保
障了鳏寡孤独、无人
照料、无力筹措资金
特困户的住房安全，
又节约了土地，改善
了环境，农户之间实
现了相互照料、互助
养老。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55 辆宇
通 E12纯电动客车 2月份运抵丹
麦，上汽郑州分公司生产的名爵
zs 纯电动 SUV 出口英国……今
年以来，我省汽车产业努力开拓
出口市场，一季度全省车企整车
累 计 出 口 1.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89%。

据省工信厅数据显示，今年
我省汽车出口企业主要涉及上汽
郑州、开封奇瑞、宇通客车、郑州
日产等，产品包含轿车、SUV、客
车、微型货车、MPV、皮卡等。1
月份，宇通客车生产的 100 台医
疗检测车正式交付哈萨克斯坦卫
生部门，帮助当地民众获得快速
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是近年来全
球最大批量的医疗检测车订单；2
月份，55辆宇通 E12纯电动客车
运抵丹麦，成为丹麦投用的第一
大纯电动客车品牌；上汽郑州分
公司生产的名爵 zs 出口到欧洲

多个国家，在名爵品牌的“老家”
英国更是大受欢迎；开封奇瑞生
产的微型货车等商用车型，既可
载货又可拉人，契合非洲、中南
美、中东欧等地居民需求，成为热
销产品。

此外，记者 5月 10日在郑州
经开区采访了解到，宇通客车、上
汽郑州分公司、海马汽车、广州风
神汽车郑州分公司一季度产量和
销量同比均大幅上涨，上汽郑州
的荣威 imax8、名爵 zs、日产新奇
骏等新款车型产销两旺，海马 6P
成为国产插电混动新势力。

据悉，在国内汽车市场整体
好转带动下，一季度我省汽车整
车（不含改装车）产销实现12.9万
辆和 13.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0%和 69.8%，主要企业产销均
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商用车
增长明显好于乘用车，新能源汽
车增长好于传统汽车。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一季
度，郑州外贸进出口交出了亮眼
的“成绩单”。5月 9日，记者从郑
州市有关部门获悉，郑州首季进出
口完成 1436.2 亿元，同比增长
92.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整体
增速 63.2 和 13.1 个百分点，占全
省进出口额的74.8%，进出口总值
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五位、稳居中部
城市第一位，增速居全国主要外贸
城市第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值
1209亿元。自 2011年封关运营
以来，该综保区首次在一季度突破
1000亿元大关，进出口总值居全
国综保区第二位。

去回两旺，收“货”满满。一
季度，中欧班列（郑州）搭建的“陆
上丝绸之路”扩量提质，累计开行
349 班，比 2019 年增长 50%，累

计货值 12.97 亿美元、货重 22.47
万吨。与 2020年同期相比，开行
列数、货值、货重分别增长122%、
103%、109%。

物汇中原，E 贸全球。一季
度，郑州航空港区共完成跨境电商
进出口单量3845.21万单，交易额
33.01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7.67%和 87.87%；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
额 38.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6.32%。

借港出海，货通全球。无缝衔
接“海上丝绸之路”，把“出海口”更
快捷地搬到外
贸企业的“家门
口”。一季度，
郑州铁海快线
发送货物4687
标准箱，同比增
长56%。③7

一季度全省汽车出口
同比增长89%

郑州首季进出口增长92.4%

居全国主要外贸城市第一位

探访我省抗震设防建设情况——

地下搞清楚 地上建牢固

我省农村危改受国务院“三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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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防灾减灾日

55月月1111日日，，在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操场在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操场，，15001500余名学生在新乡经开区消防大队的指余名学生在新乡经开区消防大队的指
导下导下，，学习各种防灾减灾知识学习各种防灾减灾知识。。⑨⑨66 代娟代娟 闪雷闪雷 摄摄

□本报记者 郭北晨

作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夏
季的郑州经开区蝶湖公园树木葱
茏、波光粼粼，不时有水鸟划过水
面。5 月 11 日上午，省减灾委、省
应急管理厅在这里组织开展的一
场防汛抢险水上救援演练活动，
让在场市民直呼“硬核”。

突然袭来的“暴雨”造成水位
急速上升，躲避不及的两名“群
众”被困，监测人员发现后立即上
报。

“全体成员注意，有两名群众
被困，请各救援小组立即到位！”
接到警情后，郑州经开区应急管
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场消
防救援、公安、卫健等多部门联动
的水上救援火速展开。

通过及时救援和堤坝加固、
水库堵漏，“遇险群众”转危为安，

“汛情”也得到有效控制。
“此次演练旨在有效应对自

然灾害、提升决策指挥水平、增强
救援队伍抢险救灾能力。”郑州经
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汛期来
临之际，开展防汛抢险水上应急
救援演练，有助于最大限度减轻
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

5月 12日是第 13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防范化解灾
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为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增强全
社会防灾减灾意识，近日，郑州、洛
阳、开封、濮阳等地相继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科普宣传、风险隐患排查治
理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努力为人民
群众织牢“安全网”。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防汛救灾要求，
认清复杂形势，确保组织保障到
位；深化演练成效，确保应急处置
到位；加强日常巡防，确保排查整
改到位。”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
人说。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5 月 7
日上午，记者走进商丘保税物流
中心跨境电商智能分拨中心，只
见 10 余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
地分拣、装箱、打包……

“那边是存储区，这里是分拣
区。电商们的订单下来后，我们
去拣货，然后分类打包，出库发往
全国各地，平均每天能出 5000余
单。”该中心电商部生产组主管薛
小金介绍。

自2020年 1月 17日，商务部
等六部委将商丘市列为跨境进口
零售试点城市之后，为充分发挥
保税物流中心功能，做好跨境电
商、园区产业服务等业务，商丘保
税物流中心开通了跨境电子商务
保税零售进口业务模式（1210模
式），开发完成了跨境电商中小微
模式系统平台，并实现海关总署
与微信、支付宝系统的对接，从需
支付企业主动申报支付单变为海
关总署从支付企业抓取支付单，

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在商丘做业务
的门槛，吸引了上海、深圳等地20
余家跨境电商企业在此走单。

此外，为建好外向型经济平
台，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商
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商
丘保税物流中心进行了国有化改
制，推行聘任制，打破编制、身份
限制，实现岗位能者上、人员优者
进以及全员绩效考核制。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商丘保
税物流中心的跨境电商、保税物
流等新业态发展迅猛。“据海关总
署数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国
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排名中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列第 6 位，出口排
名第 4 位，成功跻身全国第一方
阵。”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总经理赵
恰说。

据统计，今年 1至 4月，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共完成保税贸易
39274.412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26.96%；共申报进出口报关单
2987单，同比增长258.15%。③9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
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郭北晨

5 月 8日，2021 年河南省“5·12”
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围绕

“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
础”，我省将广泛普及灾害自救互救知
识，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救灾基本能力。

夏季来临，溺水事故进入高发
期。我国目前已全面普及防溺水安全
教育。但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正确
施救？同样是全社会应该补上的一节

“必修课”。

警惕，莫让“花朵”陨落

“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溺水
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
手。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
和监护意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安
全教育，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
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每到
此时，教育部都会发出“致全国中小学
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家长做好孩子
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溺水报告》
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37.2 万人溺水死
亡，半数以上溺水死亡者不足 25岁。
中国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和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联合发
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
报告》显示，溺水是 19岁以下青少年
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

每年暑假，学生溺水事故频现，令
人触目惊心。去年6月，重庆潼南区1
名学生失足落水，旁边 7名学生陆续
展开施救，造成施救学生一并落水，最
终造成8名学生全部遇难。

提高家庭、学校和学生对于防范
溺水的风险意识，重要也尤为迫切。
同时，当溺水事故来临时，如何采取有
效手段，对溺水者展开及时有效救援，

挽救更多年轻的生命？也是全社会应
该关注的问题。

跨界，撑起防溺水“安全网”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教授王瑞平很充实，为使
自己的新发明能尽快投入使用，他开
展多次实验并不断改进产品。

郑东新区一家健身房的游泳池，
王瑞平是“常客”。只见他脖子上戴着
一个特殊“项圈”，静静漂浮在水面
上。偶有熟人上前打趣：“王教授又来
做实验了。”

“可别小看这个‘项圈’，关键时刻
能挽救人的生命。”王瑞平介绍，这个
造型像颈椎枕一样的矿泉水瓶，正是
他新发明的“异形矿泉水瓶”，目前已

经取得了两项国家专利。
“夏天出去玩儿，把水瓶儿戴到脖

子上，不仅能解放双手，更是清凉解
暑。”王瑞平说，一旦遇到溺水事故，它
便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救生圈。“各类
饮料或矿泉水都可以用这种瓶子，造
型新奇又不需要增加额外成本，市场
很广阔，更重要的是空瓶子实现‘变废
为宝’。”

历史专业出身，传道授业解惑的
同时，为啥沉迷“跨界”搞发明？从教
37年的王瑞平有自己的答案。

“十多年前，我教的一名大四学
生，暑假在野外游泳时溺水，由于缺少
救援设备耽误了最佳施救时间，他再
也没能回到学校。”王瑞平回忆起搞发
明的初衷，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以安全为“课题”搞发
明，成了他的第二职业。截至目前，王
瑞平带领科研团队共取得国家专利
20项。

坚守，用行动保护绚丽青春

青少年溺水事故给无数家庭带来
不堪回首的痛苦，也给社会造成不可
挽回的损失。虽然安全教育已经普
及，依然无法完全避免危险的发生。

怎么挽救溺水的年轻生命？王瑞
平以此为初衷，尝试使用数十种材料，
制作防溺水安全手环、防溺水书包、防
溺水腰带等各式防溺水产品，经过上
百次实验均达不到满意效果。

“能在溺水时起到有效救援作用，
需要满足生活中触手可及、使用中便

捷可靠、可自救也可帮助他人施救等
特点。”王瑞平说，经过长期探索，矿泉
水瓶不仅浮力大，且随处可见，做成环
状的“异形矿泉水瓶”，不仅能满足以
上特点，生产中也不会增加额外成本，
易于推广使用。

从萌生发明防溺水产品的想法，
到着手选材实验，最终发明“异形矿泉
水瓶”并取得国家专利。十年如一日的
坚守，对一个历史专业“跨界”搞发明的
教师来说，这个过程充满心血和汗水，
更凝聚着对莘莘学子的关心和爱护。

目前产品初见雏形，推广应用是
下一步的难题。“首先要保证消费者有
良好的体验感，其次外观要考虑迎合
年轻人的喜好。”王瑞平表示，当下正
与学校艺术学院合作，对产品进行美
化改进，随后还将设计动漫款、时尚款
等，让它成为个性、实用的产品。

“将来投产后，会开通公众号并在
瓶身印上二维码，如果它在危急时刻派
上用场，希望能告诉我。”作为一名人民
教师，王瑞平的“安全情怀”根植于心。

情系学子安危 守护青春芳华
——一名华水教授用坚守诠释“安全情怀”

“ ”开新局奋力实现

防灾减灾进校园防灾减灾进校园

硬核演练检验真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