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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丰城电厂事故处理后续

撤销施工单位一级资质
项目经理终身不予注册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余满成）住建部上周在官

方网站公布两份关于江西丰城发电厂事故的处罚决定书，
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被吊销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丰城发电站三期
扩建工程D标段项目经理孟爱国被吊销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终身不予注册。

2016年 11月 24日 7时 33分，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
建工程发生一起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造成
7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197.2万元。国务院
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住建部处罚决定书显示：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7号冷却塔施工单位，
存在未按规定设置独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
数量不符合要求，对拆模工序管理失控，施工过程中不按施
工技术标准施工等违法行为，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相关规定，住建部决定吊销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
司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孟爱国作为河北亿能烟
塔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丰城发电站三期扩建工程D标段项目
经理，长期不在岗，未履行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相应职责。
住建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决
定吊销孟爱国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事故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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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日前，郑东新区召开
2018年度第19次环保工作专题推进会，对上周“三好九差”工
地（前为项目名，后为施工方）进行通报。

“三好”：凤栖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东校区综合实验实训
楼，河南六建；白沙园区豫兴大道生态廊道二期景观绿化工程，南
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对以上项目单位奖励10万元，所属
国有平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项目主管副总各奖励1000元。

“九差”：市轨道3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1标段（通泰路站），
中国建筑；海马公园二期 B6地块，浙江宝业建设；兰溪上苑，
金居建设发展；郑东新区市民体育公园及地下空间人防工程，
上海宝冶；阳光和苑一标段，河南成兴建设；珑水上境，河南鑫
泰建筑；郑东商业中心 A区，河南省仁豪实业；郑州国际金贸
中心一期 35地块，河南省昊鼎建筑，福建冶地恒元建设；国控
财富大厦，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以上非民生项目
工地行政处罚 10万元，停工 7天整改，对安置房、学校等民生
项目工程行政处罚 10万元，停工 4天整改，均验收合格后方
可复工；对所属国有平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项目主管副总
扣罚当月奖金各 1000元。郑东新区市民体育公园及地下空
间人防工程能够按时按要求开启塔吊喷淋，整改到位，只对其
行政处罚10万元，不停工。

郑东新区通报上周
“三好九差”工地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就地解
决群众合理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经郑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
将郑州市级党政领导 9月份接访
日安排予以公布。

接访时间：9月份。
接访地点：市级党政领导分别

到其联系或分管单位的人民来访
接待场所接访。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3日

关于郑州市级党政领导9月份接访日安排的公告
接访领导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
郑州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
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
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保卫

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健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

郑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周富强
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焦豫汝

郑州市委常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鹏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
郑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

郑州市副市长黄卿
郑州市副市长李喜安
郑州市副市长万正峰
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
郑州市副市长史占勇

郑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马义中

接访时间
9月4日
9月5日
9月6日
9月7日
9月5日
9月10日
9月11日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14日
9月13日
9月17日
9月18日
9月19日
9月19日
9月20日
9月18日

接访地点
新密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荥阳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高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金水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航空港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工商局来访接待室
中牟县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中原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东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管城回族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上街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火车站地区管委会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南水北调办来访接待室
郑州自贸区管委会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房管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国资委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公安局控告申诉大厅

本报讯（记者 李娜 见习记者 翟宝宽）
中华慈善日，郑州聚爱心。昨日上午，郑东
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成了爱的海洋……

“助力脱贫攻坚 创建慈善城市‘中华慈善
日·郑州在行动’”广场庆祝活动举行，来自
全市各界的 100 多家慈善组织齐聚一堂，
通过义诊、义演、义卖的形式关注那些需要
帮助的群体，共庆第三个中华慈善日和迎
接我市第十一个“郑州慈善日”的到来。

主会场现场募集善款1849万
此次庆祝活动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

广场设立主会场，同时，还在荥阳体育馆设

立了分会场。
主会场活动现场，作为本次广场庆祝活

动的最大亮点之一，来自我市 20多家爱心
单位及个人上台举牌，进行了爱心捐赠，捐
款总额达 1849万元，成立“助力脱贫攻坚”
爱心慈善帮扶基金，力争在 2020年脱贫攻
坚中帮助更多贫困群体解决实际困难，为我
市打造温暖之城、爱心之城、慈善之城做出
更大贡献。

随着庆祝活动的正式启动，现场还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众多骑行志愿者积
极参与，倡导低碳出行，助力脱贫攻坚，共建
慈善之城；我市多家医疗单位的知名专家奉

献爱心，志愿义诊；还有来自全市慈善组织、
慈善项目单位的慈善志愿者代表们，在现场
大力宣传慈善公益理念，以慈善为主题开展
了募捐、义卖等众多爱心活动。

分会场全民公益行郑州在行动
上午 9 时许，十几名身穿藏族传统服

饰，手拿太阳鼓的小姑娘，随着激昂的音乐
起舞，拉开了荥阳体育中心分会场“中华慈
善日”庆祝活动的序幕。

活动共分为书法比赛、绘画比赛、文艺
汇演三个会场。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孩子
们展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穿着民族特色衣服

的孩子在舞台上自信地起舞，赢得了现场阵
阵掌声。体育场周边还设置了签名墙和爱
心义卖活动。

今年 9 岁的任君琰，指着自己的画向
记者展示道：“ 我画了一 个绿 色环 保世
界，这里有大树、草丛、蓝天、高山。我之
前在学校听说过贫困山区的孩子生活特
别辛苦，我希望以后能够自己努力帮助
他们。”

画布拼在一起形成了 800多平方米的
中国地图的形象，师生们围着地图站立，放
起红色气球，高喊着：“中华慈善日，郑州在
行动，荥阳再加油！”

中华慈善日郑州聚爱心
广场庆祝活动现场募集资金1849万

“排好队，别着急，往里走！”伴
随即将西行的 T197/8 次列车徐
徐进站，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们朝
着列车门涌去，47岁的唐莉敏在
站台上来回走动，引导旅客有序上
车。立秋后的傍晚，明显凉爽了许
多，但唐莉敏额头上仍浸着汗珠，沙
哑的嗓音里透出急促。18年来，她
早已习以为常了。

在贯穿东西的陇海兰新线大
动脉上，一只美丽的“蓝鸟”日夜穿
行在 3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这
就是郑州铁路局 2000 年开行的
T197/8 次列车。它东起郑州，过
陕西，跨黄河，越海拔3000米的乌
鞘岭，沿祁连山入河西走廊，经武
威、金昌、张掖、嘉峪关进入新疆，

最终抵达乌鲁木齐。
“列车就是我的家。”1994 年

唐莉敏退伍后进入郑州客运段，从
列车员一路干到列车长、车队长。
20多年来，她由最初的唐妹妹、小
唐到唐妈妈、老唐，岗位和称呼变
了，但待旅客如亲人的初心没变。

T197/8 次列车有 4组车体，8
个班组，300多名职工。唐莉敏介
绍，从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
里，由于车少人多，这趟列车一直
一票难求。“车厢里常年超员，人
满为患，而且因线路太长，地质、
气候环境差，也容易引发突发事
件，压力也大。”

如今，随着线路的快速建设，
进疆列车增多了，还不断更新、升

级，购票简便了，乘务员的劳
动强度减轻了，车内卫生、各项
服务也改善了许多。作为一名
见证者，她感慨万千：“原来向
车窗外看，一路上满眼沙土，现
在是满目苍翠，能欣赏到不同
的风景，日新月异的巨变令人
自豪。”

“列车上的旅客，咱都当
作自己亲人。”18年来，这趟列
车穿行在郑州和乌鲁木齐两
地之间，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
个流动着的温暖的家，运送了
不计其数的旅客，也将中原儿
女的情谊洒满天山脚下……

“孩子长大了，忘不了你
对我们的帮助！”前不久，一名
甘肃旅客通过彩信给唐莉敏
发来一个男孩的生活照，勾起
了她的回忆。几年前，身为列
车长的她在车厢里例行巡查，
一小伙子拉住了她求助：“老
婆要生了！”在生命与时间赛
跑的危急时刻，广播寻医无果
后，她凭借平时学到的医疗知
识，临危受命充当“接生员”，
让这名孩子平安来到世界上。

下车时，夫妇的眼中噙着
泪水，此情此景也感动着在场
的每一位旅客。“不光是唐队
长，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列
车长王树黎说，18年里，他们
帮助旅客的故事太多了，“很
多列车员都是河南人，早已把
列车视为友谊桥梁，竭尽全力
为旅客排忧解难。只要旅客
满意了，我们的工作就值了。”

记者 石 闯 文/图

T197/8次列车
丝绸之路上“温暖的家”

城乡“两后生”可报名
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按照河南省技工院校2018年招生安排，今年我省97家技
工院校可面向城乡“两后生”（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贫
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凡有就业要求和
培训愿望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可报名参与。

按照计划，今年我省技工院校针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
初高中毕业生，开展 1至 2个学期的劳动预备制培训，帮助其提
升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政策规定，我省对为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垫
支劳动预备制培训费的培训机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标准
为每学期每人1500元。其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参
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同时给予生活费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200元。对预备制培训期满愿意在技工学校继续学习的学员，
可注册为技工院校正式学籍，享受技工院校在校生相关待遇。

让农村用上安全气
燃气工程提质提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加
强农村燃气行业监管，保障农村燃气工程质量，规范燃气企业经
营行为，指导用户安全用气，我省正式印发《河南省农村燃气工
程技术与管理导则（试行）》。

《导则》适用于农村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
护、经营管理与燃气使用。所称农村燃气工程，是指通过城镇
燃气管网或其他气源点接入，以管道输送方式供给农村居民、商
业、工业等用户生活（炊事、洗浴与采暖等）、生产使用的管道天
然气工程。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其他燃气工程参照现行有
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 。

《导则》从农村燃气工程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安全管理、运营
服务等方面进行规则制定。其中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燃气发展规划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燃气设施建设，并鼓励社会
资金投资建设农村燃气设施；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
的市政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
场竞争机制选择燃气投资企业或者经营企业，并签订管道燃气
特许经营协议；市辖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各类园区和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管理机构及村委会不得与
燃气企业签订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也不得授权其组成部门
与燃气企业签订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省辖市、县（市）级人民
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
定农村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在农村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
事危及农村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其他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

从一颗“苹果”
到硕果满枝

（上接一版）目前，已经有卢货航、UPS、俄罗斯空桥、菜鸟等一大
批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相继落户，已有 2架经营性租赁飞机交
付，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该区已引进天猫、京东、苏
宁、唯品会等跨境电商企业481家，涵盖电商、平台、物流、仓储、
支付等电商企业全产业链。今年上半年，该区共完成跨境进出
口业务 764.33 万单，货值 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7.4%和
306.5%。

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让郑州航空港区手机产业由单
一企业转变为全产业链多集群发展格局。统计数据显示，友嘉、
惠科、华锐、合晶、朝虹等一批世界 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
相继落户。航空物流、生物医药等产业也已具备快速发展之基。

形成“1+1+N”推进架构
栽好梧桐凤来栖，郑州航空港已成为智能终端产业集聚的

热土。今年上半年，该区签约项目28个，总投资约546亿元，以
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1+1+N”的推进架构。
第一个“1”即富士康产业集群。上半年，该区苹果手机产

量达近3400万台。下一步，该区将继续发挥富士康全球领先的
精密制造加工能力，推动其从单一代工苹果手机向代工国产知
名品牌领域拓展。同时加快富士康中州研发中心、后端模组、航
空物流园等项目实施，推动富士康从单一手机制造向研发设计、
显示板块、物流结算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拓展，逐步实现全产业
链布局。

第二个“1”即以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为引领的非苹果手
机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该区新签约手机项目 19家，新投产
手机企业5家。该区非苹果手机产量达近7660万台，同比增长
17.5%，实现产值95亿元，同比增长13.1%。

“N”即惠科、华锐、合晶等一批重点推进项目。惠科 11代
液晶显示器项目已于今年 2月正式签约；华锐光电 5代液晶显
示器项目计划9月份正式桩基施工；合晶项目第一根200毫米 8
寸半导体硅晶棒已于今年6月 25日出炉。

放眼未来，以惠科、华锐、合晶等重大项目为带动，该区将
在光电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实现更大突
破。按照“十三五”发展规划，该区将实施智能终端产业提升
工程，重点引进一批全球知名、行业高端的智能终端（手机）整
机品牌和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力争 2020 年手机产量达到 4
亿部。

唐莉敏在列车上检测餐具消毒

保持安全距离 确保行车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