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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做得好，将获真金白银
奖励。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
《河南省财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
若干政策》日前印发，25 条财政措
施力促生态环境保护，将新年首
份财政专项“红包”投向生态环保
领域。

其中，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方面，省财政对新增投资额 1000万
元以上的重大节能、节水、清洁生产

和基础工艺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
按照节能降耗效果和投资规模给予
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补助。对创
建成为国家绿色示范工厂、绿色示
范园区的，省财政一次性给予 200
万元奖励。重点支持建设超低能耗
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装配式建
筑，省财政对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按
面积给予不超过 500 万元奖补，对
装配式建筑项目按面积给予不超过
300万元奖补。

我省还将深入实施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用 好 中 央 财 政 2019—2020 年 20
亿元试点补助资金，设立 5 亿元省
级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
金，重点用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深入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矿山整治修复，
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高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升全省生态
功能。

河南新年首份财政“红包”投向生态环保
装配式建筑最高奖补300万元

王宽家新春愿望：
让爱心撒播人间

本报记者 李娜

正月初二，回“娘家”的日子。
英协花园里王宽家的孩子们，掂着鸡鸭鱼肉和各

种蔬菜，陆续回到家里。
厨房里，几个孩子择菜、切肉，忙得有条不紊；餐厅

里，汪欣正在和小侄女逗着玩；王海龙坐在轮椅上；在
餐厅前，他的父亲正在一点点喂他吃饭；客厅里，王宽
和王淑荣正在商量着菜谱……

这一年的“小感恩”
王海龙瘦了30斤左右。坐在轮椅里的他，如果不

用安全带固定着身体，人在轮椅里会晃荡。轮椅后头，
装了一个呼吸机，一根管子从后头甩到前面，插在鼻孔
里。呼吸机的电线买了最长的，这样海龙可以坐在轮
椅里，在房间里有限地活动。海龙必须一天24小时依
靠呼吸机了，不然就会呼吸不畅，胸闷难忍。上床下床
依然需要人抱着才行；吃饭已经不能咀嚼了，只能吃一
些流食。

3岁确诊为渐冻症，9岁开始坐轮椅，曾经被医生
诊断为“活不过 18岁”的他，2019年 29岁。“我被认为
是医学奇迹，我知道这是爷爷奶奶的无私付出和社会
各界帮助的结果，我会好好度过我的下半生。”戴着呼
吸机，每次呼吸都比较费力，但是王海龙的思路依然清
晰，言谈依然乐观。

2019年的春节，是可以在家里过的。
2018年的春节，王海龙一家却是在医院度过的。

2017 年 4 月，海龙病危，住院治疗了 10 个月，直到
2018年春节才病情稳定后出院。

这10个月期间，海龙的病床边，是医院里最温馨、
最暖心的——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至沓来，送来鲜
花、礼物、爱心款、祝福……

“这个呼吸机价值 6万元，是一位爱心企业家送来
的，还有一些慰问金、慰问品。”王宽记着每一笔涌向这个
家庭的善意与爱心。（下转三版）

机场发送旅客
超49万人次

郑州铁路累计
送客235万人

全省零售和餐饮
销售 496 亿元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据旅游抽样调查和
重点景区统计，春节假日全市共接待游客
445.91万人次，同比增长12.13%，实现旅游
收入25.59亿元，同比增长12.98%。

据了解，因天气原因，春节长假，纳入统

计的 17家景区共接待游客逾 120万人次，
同比减少 9.06%，实现门票收入 3192.92 万
元，同比减少37.27%

春节假期，郑州前4天天气晴好，游客出
行热情高涨，全市旅游景区游客人数在大年
初二呈现小高潮，郑州周边都市游、购物游和

乡村游持续升温，和寻根、探春节传统文化相
关的景区人数普遍高于其他景区。后三日，
受天气降温影响，游客接待数量阶梯下降。

假日期间，全市旅游市场井然有序，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4小时安排值班人员，
领导带班，统计工作、执法检查、旅游投诉、

年卡办多部门工作人员值守，保证旅游工作
正常运行，全市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另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的春节
假期统计数据，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
3212万人次，旅游收入 180.3 亿元，按可比
口径计算分别增长13.1%、15.6%。

春节假期近446万人游郑州
实现旅游收入25.59亿元 同比增长12.98%

本报讯（记者 王红）新的一年，招
聘、求职都离不开参照行业“风向标”。
昨日，省人才交流中心公布2018年度河
南省公共人才服务机构人才市场分析报
告。报告显示，全省整体就业局势稳定，
市场供求平稳。

求职渠道愈加多元化
统计显示，2018年全省各公共人才

服务机构共举办各类招聘会 1240 场，
5.44 万家招聘单位提供 113.11 万个就
业岗位，现场求职人员 94.44万人次，现
场和网络共收到求职简历 103.56万份，
达 成 意 向 率 为 40.52% ，同 比 上 涨
3.31%。去年一年，全省人才市场求人
倍率为 1.20（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
人数），同比上升6.19%，市场供求平稳。

与以往相比，随着求职渠道越来越
多元化、信息化，到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进
行招聘的用人单位数量下降了15.71%，
现场求职人员数量下降 22.82%。对于
用人单位而言，人力资源成本逐年上涨，

“招人难”成为新常态，用人单位希望通
过应用高新技术，提升管理水平，达到降
成本、提效能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用
人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对高学历、高技
能人才需求增加，但对基础岗位需求数
量明显减少，造成总体需求数量减少。
对于求职人员而言，新经济各种形态不
断涌现，使得就业方向更加广泛，自由职
业的规范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传
统的就业者。

十大行业用人需求旺盛
统计显示，2018年我省用人单位所属

行业前十位依次是：制造业，教育业，贸易、
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
建筑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分析显示，在我省全年经济形势稳中
向好的形势下，制造业专业技术性人才的
用人需求回到首位，企业希望通过升级生
产线来减少用工需求，缓解“招工难”的现
状，从而减少用人成本，但这只能解决普
通工人招聘难的问题，升级生产线容易，
专业技术人才难寻。因此，制造业的升级
转型中，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依然旺盛。

教育行业用人单位数量由去年的
第四位上升至今年的第二位。随着互
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传统教育转型升
级，加之二胎政策的放开，民办教育市
场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民办基础教育
特别是幼儿教育发展潜力巨大，民办教育机构需要大量
的 一 线 教 育 人 员 ，提 供 岗 位 数 量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23.73%。同时，在充满变化的知识型社会，全民对于学习
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方面个人希望能力提升，另一
方面用人单位外部培训需求增多，都给社会培训机构发
展提供了空间，使得技能培训等成人教育产业用人需求
旺盛，提供岗位数量比去年同期上涨 11.32%。（下转四版）

公元前 1064 年，太师比干因忠
言直谏，惹怒纣王帝辛，被剖胸挖
心。贬谪于冀隶的理官理徵悲愤不
已，不忘自己身为理官的职责，明知
无召回都乃是大罪，回朝歌陈情定是
凶多吉少，仍决定前往。理徵在朝堂
上直言进谏质问纣王被杀……《龙族
的后裔》第11、12集的故事以理徵妻
儿逃避追杀的艰辛过程为重点，向我
们展示了人在遭遇磨难时的坚韧，一
方面是母亲为了儿子突破生命极限
的大爱，一方面是儿子从被保护到逐
渐坚强的成长蜕变，一对母子就这样
从无尽的磨难中走来，带着坚韧不拔
的精神传承发展，走出一个天下最大
的姓氏李姓。

生存还是毁灭
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饰演理徵之妻契和娟的是演员

安柏伊，年初刚刚在 2019年度亚洲
红人盛典上获得“年度亚洲最具潜
力女演员”奖项的她，可谓实至名
归。此前由她主演的电影《塔克拉
玛干的鼓声》刚刚摘得“第十七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少数民族题材优秀电
影奖”，她参与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太行之脊》也已杀青，
将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
片在年内与观众见面。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安柏伊
有着深厚的表演功底，但在《龙族的

后裔》中，却有了她演艺生涯中极具
挑战的一场戏。

“戏中我去给生病的儿子找草
药，返回山洞时发现有一条蛇正爬向
我的孩子。一开始我以为剧组准备
的是道具蛇，没想到电影导演出身的
导演臧溪川先生，对细节对人物表现
都要求比较精准，为了能更好地表现
契和娟这个李姓始祖的母亲对于孩
子生命受到威胁时的状态，剧组给我
准备了两条草蛇，虽然无毒，但是对
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还是够惊悚的
了。我还没看到蛇都已经汗毛倒竖，
但还是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和
蛇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下转三版）

《龙族的后裔》昨晚播出第11、12集 讲述“李”姓起源

感念“木子”活命之恩理官后人为避难改姓“李”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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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雪姑娘”飘临郑州，为春节假日绿城披上一件银色衣裳。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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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郑
轩）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春节假期，郑州局累计发
送旅客235万人，较去年同比增加4万
人，其中，2月10日发送旅客51.9万人，
较去年同比增加4万人，增幅6.1%。

春节期间，郑州局管内各大火车
站探亲、旅游和学生流为主，2 月 10
日，郑州车站发送旅客 11万人、郑州

东站发送旅客 8.4 万人、商丘车站发
送旅客 5.8万人，主要集中发往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兰州、重庆、昆明等
城市，学生、务工客流较大。

为服务节后客流返程，郑州局采
取重点方向重联、满轴运行等措施，高
峰日开行旅客列车 558.5 对，并增开
10.5对夜间“红眼”高铁列车，最大限
度满足旅客出行。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曹
楷）春节假期郑州机场整体运行平稳
有序，假期前六天共计发送旅客超 49
万人次，同比增长4.2%。

郑州机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热
门航线主要是以南方为主，机票相对
紧俏，从郑州前往广州、深圳的航班处
于无票的状态；前往上海的航班基本处
于无票状态；前往海口、三亚的航班余

票较多，但回程航班基本处于无票状
态；前往西部、西南方向、东北方向的航
班机票相对宽松，其中前往成都、昆明、
贵阳的航班有5折余票，前往乌鲁木齐
的航班有6折余票，前往哈尔滨、沈阳、
长春、大连的航班有5折余票。

郑州机场提醒旅客，及时关注自
己所乘航班动态和天气变化，以免耽
误行程。

本报讯（记者 成燕）今年春节长
假，全省各地节日气氛浓郁，消费需求
旺盛。据省商务厅测算，除夕至正月
初六，全省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额约496亿元，同比增长10.7%。

从长假监测情况看，全省重点
零售企业商品备货量同比增加 20%
左右，各大批发市场、超市生活必
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 30%以上。
省商务厅重点监测的 60 种生活必
需品中，有 31 种上涨，11 种持平，
18 种下跌。从大类看，蔬菜、水果、
牛肉、羊肉价格小幅上涨，涨幅分
别为 3.9%、2.3%、1.6%、4.6%；米面

油、猪肉、水产品、奶制品、糖、盐等
食品价格基本稳定，波动不大；蛋
类、禽肉类小幅下跌，跌幅分别为
4.6%、1.7%。

全省春节市场消费亮点纷呈：一
是蔬菜、水果、糖果、副食、民俗等传统
年货热销。二是绿色健康类商品成为
馈赠亲友首选。三是智能电器、数码
产品成新宠。四是冬春季服装类商品
走俏。

监测数据显示，春节假期，郑州、
开封、洛阳、鹤壁、漯河、驻马店15家餐
饮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73万元，同
比增长4.3%。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春节期间郑州喜迎
降雪，我市相关部门“以雪为令”，除雪应急队
伍迅速出动，各界力量积极参与，融雪施撒、机
械铲除、人工清扫，一场除雪保通战迅速打
响。全市 2.61万人次、2040余台设备第一时
间投入除雪工作，实现了雪停路净。

2 月 10 日 4 时起，全市各区出现降雪天
气，截至 13时 30分，郑州降雪量为 2.4毫米，
最大积雪深度4厘米~5厘米。

市除雪办根据天气变化，迅速向全市发出
除雪指令，并组织 3个督查组开展调度督导。
从 10日凌晨开始，市城管局对清除冰雪工作
进行全程不间断调度安排，各区、管委会主要
领导坚持到除雪一线指挥调度。市城管局班
子成员、业务处室负责人深入分包辖区现场检
查指导。各责任单位结合市容环卫大提升检
查以及“路长制”工作，动用一切应急设备，全
员上阵，积极做好清除冰雪工作。

截至 10 日中午 2 点，城区主次干道、高

架道路及匝道积雪基本清除完毕。下午，各
单位在保持重点区域无积雪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除雪标准，同时转移力量对背街小巷、门
前雪进行清除，截至 18 时，已基本按照主次
干道快车道无雪痕、背街小巷无残雪的标准
完成除雪任务。

据介绍，全市共出动除雪队伍 170余支，
26100余人次；各种专业除雪车辆（设备）390
余台、其他设备 1650 余台，撒布融雪剂 870
吨，清扫道路 1094余条。金水区、二七区、市
市政处、市环快处等单位负责人到一线调度指
挥得力，中原区、航空港区、郑开大道、火车站
管委会等单位应急反应迅速，郑东新区、高新
区、惠济区、二七区、管城区、经开区、市市政处
清除冰雪工作动作快、标准高。

根据市气象局天气预报，10 日夜里到
今天，阴天转多云，地面气温较低，市城管
局已要求各单位要做好对融雪水的处置，
防止路面结冰。 (相关报道见2版 )

郑州以雪为令 全员上阵迅速行动

边下边清 雪停路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