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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重点行业将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李玟菡）市安监局近日

对外公布2018年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要点，其中提及今年
全市将从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据悉，全市安监执法机构今年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
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重点行业执法检查将做到全覆盖，
一般行业抽查比例不低于 30%；同时强化分级属地管
理，一般性案件由当地安全生产执法机构查处，对于重
大、疑难案件，由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提级直接办理。

今年，全市安监执法部门将加强重大节假日、重要政治
活动等重点时段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巡查督查，加强值班值
守和应急预备。从严开展打非治违，加强基层安全监管网
格化建设，组织基层力量加强日常巡查，严厉打击非法生
产经营建设行为，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和关闭取缔措施。

全市还将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健全
安全生产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红名
单”和“黑名单”管理，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
度；进一步加快事故调查处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充分
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为期 4天的 2018年中国（宁波）特色文
化产业博览会今日落幕，其间，汇集“豫游
纪”“嘻多猴”等一系列展示郑州近年来文化
产业发展亮点和成绩的文创品牌，集中亮相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的郑州主题展馆，向世界
展现出商都文化软实力。

郑州展馆亮点纷呈
释放文创能量

作为本届文博会“一带一路”主题展馆
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组团参加的郑州带领
10余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创企业参展，在宁波
国际会展中心 2号馆搭起颇具中原特色的
郑州主题展馆。

通过对嵩山、黄河、少林寺等充满郑州
元素的文化符号的刻画，郑州展馆勾画出

“天地之中、国际商都”的中原风采，体现出
“一山、一河、一祖、一寺、一城”的郑州形象，

准确定位了郑州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商都的
国家中心城市发展脉络。展馆以“文化+创
意”为主题，重点展示了我市在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文化创意设计
以及影视动漫等领域取得的成绩。

在展馆入口的大屏幕上，郑州城市宣传
片、电影片花《第一大案》《好好的活着》等汇
集郑州本土影视力量的作品滚动播出，吸引
着观展者的眼球。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视
听品牌冬呱视频、郑直播以及中原网大数据
研究中心的宣传片也在此亮相，彰显了古老
中原拥抱科技的时尚新元素。

科技创新联姻文创
“郑州元素”引人注目

商瓷、咿啦看书、罗力视频遥控车等带
有中原特色的郑州文创产品，为本届文博会
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郑州主题展区内，“豫游纪”“嘻多猴”等
一系列创意生活用品，让参观群众感受到中
原传统文化的时尚魅力；商瓷御品堂等经典
工艺美术品，让观众了解并喜欢上中原传统
工艺；咿啦看书 APP、动画图书馆体现“文
化+科技”完美结合，展示我市利用现代科技
建设“书香郑州”、引导全民阅读的成效；罗
力视频遥控车、罗力公仔等展示了我市动漫
制作、动漫创意产品开发方面的进步……

据“嘻多猴”创始人“猴爸”梁兴介绍，这
次参展他们除了带来精美的文创产品，还带
来了自主设计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或内容，
以图库的方式，像书本一样在郑州展厅进行
展示，游客既可以在灯箱上看到“嘻多猴”、
功夫宝宝等时尚的品牌形象，也能看到他们
将动漫创意与传统产品形式相融合，推出的
富有年轻活力的文创产品，诸如箱包、饮料、
3C数码产品等。

创意激活中原文物
展示郑州文创魅力

在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中，河南嵩阳文
化策划有限公司展出的文博产品精彩绝伦，
真正让中原文物活了起来，拉近了中原文物
和观展者的距离。

据河南嵩阳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昕介绍，公司对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
一“武则天金简”进行了文创产品及首饰衍生
品的开发，让文物以现代文创产品的方式走
进老百姓家里，更好地传播历史文化信息。

此外，这家郑州本土文创企业以文物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为源头开发出的系
列产品新文房四宝，萃取传统文化资源，立
足中原文物精华，也以崭新的载体形式走到
观展者面前，让古老厚重的历史焕发出生动
鲜活的时尚气息。

郑州展馆宁波文博会上引人注目

文创名片彰显商都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宁波报道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推广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郑州。昨日下午，

“2018遇见·最美读书人”暨“4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大型阅读推广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图书馆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文广新局、郑州图书馆、慧谷双
创联合举办。活动期间，各个领域具

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群体将作为
“荐读者”，分享自己阅读的故事、推
荐美文好书，并将通过一系列新书发
布会、名家分享会、诵读会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引领更多市民关注读书。
活动还同步推出了“遇见最美读书
人”线上答题小程序，市民可以通过
小程序关注读书活动，参与读书挑

战，便可以获得滴滴打车券、哈罗单
车券、一步用车券、有书VIP读书卡、
电子借阅卡、畅销书等实物礼品，以
这种线上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
结合的形式，让书香进高校、进社区，
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

启动仪式上，还同期举办了“河
南最美创业者”总决赛。

推广全民阅读让书香飘满绿城
“最美读书人”系列活动启动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党建工作委员会揭牌
本报讯（记者 张倩）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五届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全省民办学校党建工作促进会近日在黄河科技学
院召开。全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的200多名嘉宾
参加会议。会上，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党建工作委员会、党建
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促进民间资金投资教育工
作，坚持把民间投资兴办教育作为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推
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河南省民办教
育协会党建工作委员会、党建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不断加强党
对民办教育工作的领导，努力营造勇于担当、风清气正的教育
工作氛围。

据介绍，今年，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将切实抓好党建工
作，以党建促规范，以党建促管理，引导民办学校依法办学，健
康发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刘震云荣获法兰西
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中国著
名豫籍作家刘震云日前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
与艺术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产生的影响。

据了解，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官人》《手机》《温故一九四
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均被翻译成法文。

谈到此次获奖，刘震云说，他首先要感谢他作品的法文译
者和出版人，是他们把他的作品和作品里的人物，带到了法文
世界。他是随着这些人物，来到了另外一个语言环境。

刘震云说，大家说他的作品是“现实魔幻主义”，但他真的
不想把现实魔幻，仅仅因为，他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这样
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大家说他的作品幽默，刘震云却说，他
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只是生活太幽默了，“吃瓜儿女”太幽
默了，他也坐在幽默的身边。

法国把“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颁给他，刘震云说，这个荣
誉真的不应该属于他，应该属于作品里的人物，属于不同民族
的读者——因为，倾听也是一种力量。

“智汇郑州”计划积聚
百名国内外顶级人才
本报深圳专电（记者 王红 通讯员 田雪）4月 15日，为期

两天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落幕。本次大
会上，“智汇郑州”用诚意和胸怀打动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高层
次人才，收获了更多期许。

据介绍，两日来借助大会现场“智汇郑州”推介会平台，郑
东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航空港实验区分别签下高端人才合
作项目，在工程建设、材料、工业物联网、新能源、半导体器材、
环境科学等领域揽才而归，共收到应聘简历459份，现场洽谈
人数 635人，达成合作意向 78人，正式签约人数 11人。初步
达成合作签约意向的高端人才中，有海归博士、有海外专业领
域优秀专家以及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

按照计划，下一步，我市将全力推进实施“智汇郑州”人才
工程，计划到 2020年，引进培育 5~10个顶尖创新创业团队，
聚集 100 名国内外顶尖人才、3000 名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
才、2000名社会事业领域领军和专业骨干人才，新增 4万名
高技能人才，每年吸引20万名高校毕业生在郑创新创业。全
市人才队伍规模结构更加合理，形成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相
适应的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
构建人才城市发展共同体。

我省拟奖励一批
优秀建设科技成果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
2018年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励项目推荐工作全面启动，
决定对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
以及支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智慧发展的先进适用技术等
取得显著成效的优秀建设科技成果给予奖励。

据了解，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绿色建筑创新）奖主要包
括：技术开发类项目、社会公益类项目、技术发明类项目、自然
科学类项目、软科学类项目以及各类专项示范项目。重点突
出企业、科研院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先进技术与产品；产
学研相结合为行业服务的标准、规范、科技信息等基础性科技
成果；为科学决策及管理相关的软科学研究成果。按照要求，
所报项目必须为推广应用已满两年以上的城镇规划、工程建
设、城镇建设、建筑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
公用事业以及新能源中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
材料、计算机软件等科研项目，科技著作，推广项目等。

本周前期多晴天
周后期将迎降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前
中期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五到周日有小到中雨天
气。周前期气温呈回升态势，周五起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
影响，最高气温较周前期有所下降。预计周内最高气温
28℃，最低气温8℃。

本周的具体天气情况为：周一，晴，最高温度23℃，最低温
度 11℃；周二，多云转晴，最高温度 25℃，最低温度 14℃；周
三，晴，最高温度 27℃，最低温度 15℃；周四，多云，最高温度
28℃，最低温度16℃；周五，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4℃，最低
温度17℃；周六，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1℃，最低温度13℃。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
从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获悉，上周
我市粮油肉价格稳定，鸡蛋价格呈现
小幅波动。

面粉价格平稳。百顺农贸市场
特一粉（5 公斤装）2.2 元/500 克，精
制粉（5公斤装）2元/500克，普通东
北米 2.8元/500克，大商超市普通东
北米 2.98元/500克，均与前一周、上
月和上年同期价格持平。

食用油价格平稳。大商超市销
售的金龙鱼花生油为 119.9 元/5升，
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
期价格上涨 9.1%。金龙鱼大豆油
（非转基因）价格为69.9元/5升，与前
一周、上月和上年同期价格持平。

生猪出场价格与猪肉价格稳
定。农贸市场猪肉后腿肉主销价格

15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
平，比上年同期价格下降 6.3%。精
瘦肉主销价格 16元/500 克，与前一
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价格
下降11.1%。

牛肉羊肉价格平稳。农贸市场
鲜牛肉价格为 27元/500 克，与前一
周价格持平，比上月价格下降 10%，
比上年同期价格上涨 8%；鲜羊肉主
销价格为 30 元/500 克，与前一周、
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价格上
涨 7.1%。

鸡蛋价格小幅波动。4月 11日
鸡蛋出场价（荥阳报价）3.3 元/500
克，比前一周价格上涨 0.6%，比上月
价格上涨 1.2%，比上年同期价格上
涨 17.9%。纬四路农贸市场鸡蛋平
均价格4元/500克，与前一周价格持

平，比上月价格下降 16.7%，比上年
同期价格上涨14.3%。

蔬菜价格正常波动。与前一周
价格相比，纬四路农贸市场监测的
28 个蔬菜品种中，有 7 个蔬菜品种
价格上涨，涨幅较大的有：菜花上涨
40%、大白菜上涨 14.3%、白萝卜上
涨 11.1%；有 6 个蔬菜品种价格下
降，降幅较大的有：冬瓜下降 20%、
长 豆 角 下 降 13.3% 、生 姜 下 降
5.7%。河南万邦农产品物流中心监
测的 29个蔬菜品种中，有 12个蔬菜
品种价格上涨，涨幅较大的有：莲藕
上涨 54.3%、西红柿上涨 37%、尖椒
上涨 18.7%；有 12 个蔬菜品种的价
格下降，降幅较大的有：白萝卜下降
32.3%、土豆下降 29.3%、芹菜下降
24%。

中科院专家受聘
郑州中学当导师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马子涵）昨日，中国科学院
大学的26位各学科领域专家接受聘书，正式成为郑州中学中
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实验班学生的成长导师。

聘任仪式后，郑州中学国科大实验班的学生们根据自己的
兴趣意愿选报了导师，与中科院专家导师团展开零距离互动。

“这些导师都是各学科领域的大牛，不仅会在学习上给予
我们指导，还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自己要奋斗的方向。”国科大
实验班二班学生董尹凯说。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齐莎说，作为导师，更多
的是要激发学生们热爱科学探索新知的兴趣，开拓他们的视
野，帮助他们明晰未来发展的方向。

今后，中科院专家导师团将对郑州中学国科大实验班具
有学科潜质的学生进行一对四的学科指导，通过多媒体互动、
定期来郑讲课、指导小课题研究等方式给予学生学业和生涯
规划方面的科学指导。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王霞 文/图）郑州植物园牡丹花展
12 日开展以来，园内客流不断攀
升，昨日是周日，加上天气晴好，园
内汉服文化展等活动助兴（如图），
游园人数突破10万人次，创下花展
开幕以来新高。

昨日的植物园牡丹飘香，434
个品种牡丹争奇斗艳，仪态万千。

络绎不绝的游客流连花丛，纷纷按
动相机快门，定格这美好的瞬间。
园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同样吸
睛：汉服展示活动美轮美奂，身穿
汉服的妙龄女子袅袅婷婷，引得不
少爱美市民与之合影；西门科普活
动室举办的花艺体验活动，也吸引
不少花艺爱好者参加；“投壶游戏”
前排起了长龙；“牡丹仙子”和“花

王”评选活动更是吸引不少市民参
与，投中“牡丹仙子”和“花王”的游
客还获得了植物园赠送的牡丹等
礼物。

据介绍，目前，中原及江南牡丹
种群已进入盛花期，20日至 28日，
海外牡丹种群开得最艳，“五一”前
后10天时间，则是花相“芍药”的最
佳观赏期。

植物园牡丹花展迎客流高峰
昨日游园人数突破10万人次

上周粮油肉价稳定
鸡蛋价格小幅波动

建业做客长春
三球惨败亚泰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在中超联赛第六轮比赛中，
河南建业队做客长春挑战新赛季开始还没有胜绩的长春亚
泰，经过 90分钟激战，最终以 0∶3的悬殊比分败下阵来。此
轮战罢，建业队收获两连败，近四轮一场未胜，主帅塔拉吉奇
已经坐在火山进口上，而长春亚泰凭借本场的胜利，一举扭转
前五轮不胜的尴尬。

本场比赛，由于外援奥兰多萨伤未痊愈，快马巴索戈和里
卡多联袂冲击对手。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长春亚泰利用
建业队立足未稳取得梦幻开局。第3分钟，亚泰取得进球，杜
震宇中场左侧任意球斜传到禁区内，于睿前点头球后蹭，孙捷
远门柱跟进，凌空垫射破门以 1∶0领先。早早城池被攻陷之
后，建业队阵脚有点乱，主动权一直被亚泰控制，建业队只能
依靠巴索戈的反击威胁对手，可惜孤军奋战的巴索戈在对手
的重重包围之中，始终难有斩获。

易边再战，刚刚开始两分钟，亚泰又打进一球，以 2∶0领
先。此后双方打开对攻战，两队均获得破门得分机会，但建业
队的几次有威胁反击始终未能奏效。第83分钟，马里尼奥直
塞，维贝左肋突入禁区，低平球横传到后门柱，无人盯防的谭
龙轻松停球推射破门，比赛彻底失去悬念，最终亚泰以3：0锁
定胜局。

中原“胖友”家门口
可享受减重治疗

本报讯（记者 王治 实习生 高凡 通讯员 陈燕 尹歌）昨日
上午，暨南大学国际减重中心郑州分中心在郑州市二院正式
挂牌。这是郑州市二院作为暨南大学附属郑州医院，与该中
心合作8年后，正式签约成为分中心。

据介绍，分中心挂牌成立后，市二院将与暨南大学国际减
重中心实现技术和资源共享，素有国内减重手术“第一人”之
称的王存川教授，将定期率团队来院手术，并长期进行技术指
导。签约当天，由王存川教授主刀，郑州籍影视演员，曾出演
电影《观音山》男二号的肥龙，在市二院接受了减重手术治疗，
并成为暨南大学国际减重中心郑州分中心形象代言人。

市二院负责人说，引进暨南大学王存川教授减重团队，是
中原“胖友”的福音，使得河南患者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一流的减重治疗。减重手术能够精准计算术后减重总
幅度，较快改变外部形象和体重及代谢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