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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据可以让市民警醒!以自
觉提高防火意识"

昨日!郑州市通报了上半年火灾情
况!在上半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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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灾中!因违
反电器安全使用规定#生活用火不慎等
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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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占郑
州市发生火灾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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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汽车等
交通工具发生火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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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比去年上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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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幅度最高"

昨日!在全市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
作推进会上!郑州市消防支队支队长刘
明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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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市共发生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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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亡
$

人!无人员受伤!直接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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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
起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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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持平!受伤人数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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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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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
火灾总量较之去年同期有明显上升"

刘明智提醒市民仔细看看消防部
门的调查!看看自己是不是会犯同样的
错误"

. )% 河南商报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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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古稀之年的桂运金师傅来
到商报! 再三表明了自己绝不是为名#为
利! 而只是想让自己的技术使更多人受
惠"

桂运金原籍湖北黄陂!现在是河南煤
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的退休工程师#省服
装协会会员!也是$ 服装科学剪裁法%的发
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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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考入工业部举办的培训
班!学习测绘知识" 在闲时给同学们裁缝
衣服的实践中!桂师傅创造性地将测绘技
术原理融入服装裁剪!从而形成了不同于

传统方法的$ 服装科学剪裁法%"

据桂师傅介绍!这种方法是按人体
发育规律制成实样图的坐标系!将人的

$ 号型%输入坐标系中!用肉眼直接提取
衣片变换点的数据而制图剪衣"和老方
法相比!这种新方法很好学!只要记住
五个公式! 学会三种基本制图方法口
诀!掌握一个典型运用!就能当堂学会
设计制图剪裁"这项裁剪新技术还获得
了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虽说现在有了电脑!桂师傅仍坚持

认为自己的方法不比电脑慢"

为了不使这门技术失传! 也为了中国
服装业的发装! 桂师傅决定向尚未找到工
作的学生#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免费传授这
项技术" 此外! 他还想将自己的原理和书
稿! 交给可以替他出书的人!$ 稿费什么的
我都不要!我不取分文!只要书能出版!不
让这技术失传" %

如果你想学这门技术! 或是想要为桂
师 傅 的 技 术 出 书 ! 快 拨 打 商 报 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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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吧"

!"#7%& 89: ;<= >

?/

电视剧& 大染坊'大多市民都看过!剧
中有一块工匠们用脚踩压的大石! 这块
大石就叫染布石"

在郑州北郊惠济区大河路办事处
惠济桥村的邵记休闲果园内 ! 也有一
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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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像元宝一样的染布石!通

体呈黑色 !上有$ 大染房整布石 %六个
红色的大字"

昨日!果园老板邵先生告诉记者!这
块染布石是当初修建果园时特意从黄河
边的一个村子里买回来的"

这么大的染布石咋用呢(邵先生说!

在古代!工匠将布染过后!放在这块石头

下!扶着架子站在上面左碾右压!把布上残
留的颜料压出来!同时把布压紧压平滑"最
早的染布石起源于唐代"

村民岳先生说!他怎么想不到!这
),,,

斤重的染布石在古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 希望有一天染布流程能够再现!为地方旅
游事业增光添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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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 名烟名酒店有
2,,,

多家!已
经成为郑州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而如今!

在一些烟酒店里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茶叶
专柜!出售来自全国各地的名茶"

据了解!这样的店在郑州已经有
&,

余
家" 由河南省茶叶协会#河南省糖酒食品
流通协会#郑州市酒类行业协会等行业部
门联合策划的$ 放心茶工程%已经正式启
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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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店是放心茶连锁$ 店中店%#

$ 店中柜%的试点店!共同打出了$ 茶品天
下%的品牌"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茶品天下%项
目先在郑州启动! 计划首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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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示范店!并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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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联盟店*取

得初步经验后将在全省推广! 计划在
&-0

年全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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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联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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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省茶叶协会副秘书长徐钊
介绍!在河南!茶叶消费增长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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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茶叶消费总量已突破
&

亿
元!但茶叶市场渠道杂乱!产品质量良
莠不齐!$ 现在很多在郑州卖的茶叶没
有品牌!没有质量安全认证!是很多大
的经销商去茶场直接收购!自己贴牌后
卖的" 而且茶叶的价格是不透明的!如
果碰见不了解的顾客!就会漫天要价" %

徐钊说!为了规范这种现象!由河
南省茶叶协会等几个行业组织联合行

动!推出$ 放心茶工程 %!形成烟酒茶联盟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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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放心茶工程%已经建立了
&,

多家店" 一位名烟名酒店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来看!销售量并不大!但很多人来
店里买酒后对此也很有兴趣" 而且在团购
渠道上!也有很多人要谈!$ 这是一个新的
业态!大家肯定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

这位经销商认为! 郑州烟酒店同质化
比较严重!目前三分之一赢利!三分之一持
平!三分之一亏损"对合作连锁的烟酒店而
言!无需增加投资!一店变两店!可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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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奥
运冠军做形象代言!推出挂钩奥运的产
品++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省会金
融业纷纷在$ 奥运经济%上做起了文章"

上周末!前世界体操冠军#现凤凰卫
视$ 中国奥运行%节目主持人莫慧兰来到
郑州! 参加由渤海保险河南分公司举办
的发布会"本月上旬!中行河南省分行举
办了奥运冠军签售奥运特许商品活动!

两位奥运冠军王军霞# 占旭刚亲临现场
签售!在奥运冠军的号召力下!奥运特许
商品一天的销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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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广发银行与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
伙伴

345.

国际组织联合!限时限量发行
了一套五张的$ 奥运%卡!是国内信用卡
市场首套具有收藏价值的奥运卡" 持卡
人除拥有全额挂失前

*!

小时失卡保障#

0(

的最低还款等$ 特权%外!还有机会
获得奥运特色奖品" 而在此之前!已有
多家银行发行了奥运概念的银行卡或
理财产品"

日前!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推出了
$ 激情假日%综合保险产品!可满足赴京
观看奥运比赛的国内外观众和假日出
行旅游度假者的人身#家庭财产的安全
保障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粗略估算!仅
保险一项!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将带
来的需求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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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由此产生的保
费将达

&

亿元"

名烟名酒店$ 搭车%卖名茶
郑州首现$ 烟酒茶一体店%!计划0年内在全省发展$,,,家联盟店

郑州金融业
争打$ 奥运牌%

自创裁剪新技术 古稀老人免费教

$ 元宝%染布石你见过没(

现在咱们早就不用这玩意染布了!不过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郑州上半年六成多火灾系人为因素

你可别犯同样的错

近日!在一些
烟酒店里出现了
一个专门的茶叶
专柜!出售来自全
国各地的名茶!这
是由河南省茶叶
协会等组织策划
的$ 放心茶工程%"

为让自己发
明的服装剪裁法
发扬光大! 今年
+,

岁的桂师傅
已经免费传授了
很多人! 他还想
继续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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