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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刘娇 文/图）垃圾分类真
的来到郑州了，惠济的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为了更好地
普及“垃圾分类”，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近日，惠济区
上线了一款“垃圾分类大挑战，争做惠济守护人”小游戏，扫
码参与小游戏即可体验垃圾分类。

这款游戏根据惠济特色设置了“旅游景点（惠济桥）”“居
民社区（毛庄社区）”两个场景。热爱旅行的背包客们可以进
入场景一：惠济桥，居家的女孩则可以选择场景二：社区。

游戏仅需三步，第一步扫码开始挑战；第二步根据自己
需要选择适合的场景，惠济桥或者毛庄社区；第三步拖拽垃
圾进入对应的垃圾箱，游戏有45秒的时间自由作答。

惠济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其实垃圾就是被放错
的资源，生产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1吨废塑
料可回炼 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回收 1500吨废纸，可
免于砍伐用于生产 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
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开采 20吨铝矿石。而推进
垃圾分类，实现垃圾资源化，可以有效利用可回收废弃物，
变废为宝，保护环境。

据了解，自2017年起惠济区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相继出台了《惠济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等相关文件。截至2018年底，已有36077户居民开展了生
活垃圾分类，占全区总户数的 37％。今年，惠济区加大力
度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采取召开动员会、知识讲座、一对一
引导、现场答题、志愿者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广垃圾分类
的重要意义，年底垃圾分类覆盖率将扩展至全区8万余户。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海宁）“村庄环境的改变我们看在
了眼里，党员志愿者的付出我们也
都记在了心里，感谢他们让我们的
居住环境变得干净整洁起来。”纪
公庙村、马村村民表示。

连日来，在惠济区古荥镇纪
公庙村、马村的乡间道路、背街小
巷忙碌着一群身穿红马甲、头戴
小红帽的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不
惧高温，不怕苦，不怕累，与村组
干部们一起清理积存的垃圾，修
复破损道路，清除乱贴乱画的小
广告，面向村民群众开展宣传，使
得村庄面貌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点
点地变得干净整洁起来，他们就
是惠济区自然资源局的党员志愿
者们。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工作要
求，惠济区自然资源局选派多名党
员干部积极参与古荥镇纪公庙村、
马村的环境提升和文明志愿服务
活动，以打造“整治、有序、舒适、愉
悦”环境为目标，以推动环境“序
化、洁化、绿化、亮化”为主旨，高标

准、严要求开展环境综合提升工
作，充分展示惠济区党员干部奋进
新时代的新作风、新风貌、新形象。

党员文明志愿者们一到纪公
庙村，就投入到环境提升的战斗中
去，共清理古须路主干道两侧乱搭
乱建、棚房，清除垃圾死角、清运各
种垃圾、捡拾绿化带内积存白色垃
圾，同时也带动广大村民提升文明
素养，讲公德、守秩序，树立良好文
明形象。

党员文明志愿者与马村两委
会密切配合、加强协调、形成合
力，对道路坑洼不平、人行道及路
沿石破损及时修复，治理车辆占
道乱停乱放 15 处，清理垃圾积
存、卫生死角、枯枝落叶、杂物乱
堆乱放 16 车，并对娱乐场所、学
校、村委会等公共场所绿植及时
浇灌、修剪、补栽，确保环境清新、
秩序井然。

惠济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表
示，将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积极参与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用切切实实的成绩为城市环境综
合提升助力。

倡导文明行为
践行文明条例

惠济区“巾帼志愿者”
助推城市文明提升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冯丽竹）昨
日下午，惠济区妇联、刘寨街道妇联组织辖区

“巾帼志愿者”在裕华社区妇女之家开展《郑
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专题学习宣讲会，邀
请河南建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详细解读
《条例》鼓励的五种行为、《条例》促进公民遵
守的八类行为规范等主要内容，引导巾帼志
愿者、辖区居民知《条例》、遵《条例》、守《条
例》、践行《条例》。

城市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开展以来，惠济
区妇联向全区妇女发出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
合提升工作倡议，同心协力共同创建干净、整
洁、有序、美丽的城市环境，争做环境提升、文
明素质提升的宣传者、倡导者和践行者。区
妇联更是抽调机关 50%的人员下沉至迎宾
路街道，分包英才街部分路段，深入一线参与
城市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区妇联要求下沉人
员以身作则，服从街道的工作安排和管理规
定，积极配合街道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履职尽
责，开展车辆乱停乱放治理、道路保洁和清理
小广告、占道经营等工作；加强宣传发动，引
导市民安全出行，宣讲“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倡
议书”。

迎宾路街道妇联积极行动，组建起街道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到辖区各个村（社区）开
展宣传，劝阻不文明行为，并积极参与城市环
境综合提升活动。长兴路街道妇联组织“巾帼
志愿者”团队对商户突店经营、占道经营等进
行劝导，向商户宣传规范经营“三要义”，做到
诚信经营不作假、无烟静音不扰民、规范经营
不占道。江山路街道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
开展“文明养犬”专项宣传活动，对在公共场所
遛狗不牵绳等进行劝导。

惠济区妇联为了更好地迎接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做好“绿城巾
帼志愿者”服务工作，在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
对即将参加运动会志愿服务的“绿城巾帼志
愿者”进行了民族运动会知识和接待礼仪培
训，以保证志愿者们能顺利完成各项接待与
服务工作。同时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展“文明素质提升社区行”活动，面向社会
招聘“绿城使者”“绿城巾帼志愿者”“绿城妈
妈志愿者”，通过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和
环保宣传，引领全区妇女积极参与到城市环
境提升和绿色环保活动中来，动员和凝聚更
多的社区群众和家庭，形成“当好东道主，争
做志愿者，文明迎嘉宾”的良好社会氛围，以

“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为建设绿色环保美
好家园贡献“半边天”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华 谢玉定
文/图）目前，黄河正值汛期，加之小浪底排沙冲
沙，黄河防汛任务重大。为全面检验黄河滩区
迁安救护方案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在突
发汛情时滩区群众能够平安有序转移并妥善安
置，避免人员伤亡和减轻洪水造成的财产损
失。昨日，惠济区防汛指挥部在黄河滩区丰乐
农庄举行黄河滩区迁安救护实战演练。区农
委、区应急管理局、区交运局、区民政局、区卫健
委、区消防救援大队、惠金河务局以及 8 个镇
（办）的应急抢险队伍以及滩区群众200余人参
加了演练，区防指成员单位组织人员现场观摩。

上午 9时，区政府党组成员、区防汛指挥部
副指挥长宣布黄河滩区迁安救护实战演练开始。

按照演练预案，区防汛指挥部接到上级紧
急通知，黄河上游普降大雨，黄河水位上涨，黄
河花园口流量达到 8000立方米/秒，区滩区迁
安救护领导小组紧急下达群众转移指令。区民

政局立即进行灾情统计及物资调配；区卫计委
即刻抽调医务人员做好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工
作；交通运输局紧急调配、补充运输车辆；沿线

镇（办）组织防汛队伍集结，安排车辆调配，组织
滩区群众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区安置，对自身无
力解决衣、食、被等基本生活物品的受灾群众进

行登记造册并发放救灾物资。当汛情通报花园
口黄河流量降至4000立方米/秒并确定无后续
洪峰后，按照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区迁安救护领
导小组下达群众返迁指令，滩区迁安组立即组
织迁安群众返迁回乡。

区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组织本次演
练的目的是让滩区群众熟悉撤离路线及迁入地
点，提高滩区干群防灾度汛意识，做好防大灾、
抗大洪思想准备，确保洪水真正来临时，在区防
汛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做到沉着应对、分工明
确、组织有序、安全撤离。

区防汛指挥部领导在演练结束点评时提醒
大家，今年黄河防汛工作不同往年，各级、各相
关部门务必高度警觉警醒，时刻做好防大汛、抗
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准备，毫不松懈地做好
防汛工作；按照村对村、户对户的原则，进一步
检查、落实、细化迁安救护预案，确保滩区群众
在发生洪水时能够有序转移并妥善安置；要牢
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思想，主汛期“七下八
上”已经来临，各镇(办)和各部门要严阵以待，
认真做好工程抢险、滩区迁安、物资保障等工
作，确保沿黄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党员志愿者积极行动
让城市环境更美更靓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见习记者 孙珂）省
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昨日发布 2019 年小麦
生产成本收益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019 年
我省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小麦价格与上
年基本持平，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小麦亩均
生产收益 414.34元，比上年提高 43.34元，增

长11.7%，种植收益明显好于上年。
这一结果是该队调查了全省40个县（市、

区）120个乡镇的600个农户后得出的。调查
显示，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成本略有减少。2019
年被调查农户种植小麦平均每亩生产成本563.64
元，比较上年减少4.76元，同比下降0.8%。

其中，农户种植小麦的种子、化肥、农药
等物质费用亩均为252.42元，比上年增加4.92
元，增长 2%。分析指出，物质费用增加，主要
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拉动。农户种植小
麦亩均生产服务支出为 161.97元，比上年增
加 0.57元，增长 0.4%。其中亩均机耕费增长

0.8%，亩均机播费下降0.7%，亩均机收费下降
5.1％，亩均排灌费增长22%。分析指出，排灌
费用涨幅较大，主要因为豫西、豫北等局部地
区本年旱情略显严重，排灌次数较上年有所增
加。今年农户种植小麦的人工成本亩均为
149.25元，比上年减少10.26元，下降6.4%。

河南19个村列入中央
财政支持中国传统村落

我市新密刘寨镇吕楼村入围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六部门近日联合公布
2019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其中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吕楼村等19个村落入选。

据了解，吕楼村起源于明代、鼎盛于晚清，对研究
600年前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后移民生产生活居住环境
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见证。除新密刘寨镇吕楼村
外，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西街村、洛阳市新安县仓头镇孙
都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白河街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大
青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火神庙村、洛阳市嵩县白河镇下
寺村、洛阳市嵩县九店乡王楼村洼口村、洛阳市洛宁县下
峪镇后上庄村、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村、平顶山
市郏县黄道镇前谢湾村、平顶山市郏县渣园乡马鸿庄、平
顶山市汝州市焦村乡张村、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湾乡官寨
头村、三门峡市渑池县张村镇苏秦村、信阳市光山县马畈
镇代洼村杨柳湾组、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管围孜村徐畈
组、信阳市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徐冲组、驻马店市西平县
杨庄乡仪封村同时入围。

据了解，入选村落将一次性获得 300万元中央财政
资金支持，用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各类保护项目实施。根
据《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6个部门
组织的专家审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传统村落内传统建筑保护、防灾减灾设施建设、
历史环境要素修复等。

黄河滩区实战演练迁安救护

挑战小游戏 做环保守护人

惠济新举措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今年6月份

郑州新建商品住宅
均价环比小幅上涨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昨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年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中了解到，6月郑州新建商品住宅均价环比上月上涨
0.5%，同比上年同月上涨7.5%。二手住宅销售均价环比
上月下降0.4%，同比上年同月上涨0.6%。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6月郑州新房各区间销售面积
的均价均有上涨。其中，郑州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均价，环比上月上涨 0.8%，同比上年同月上涨
8.3%。90～144 平方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环比
上月上涨0.4%，同比上年同月上涨7.2%。144平方米以
上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环比上月上涨0.1%，同比上
年同月上涨6.1%。

同时，6月郑州二手房各区间面积的环比销售均价，
除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外，其他均有下降。其中，郑
州 90 平方米及以下二手住宅销售均价环比上月下降
0.8%，同比上年同月持平。90～144平方米的二手住宅
销 售 均 价 环 比 上 月 下 降 0.3% ，同 比 上 年 同 月 上 涨
0.6%。144平方米以上的二手住宅销售均价环比上月上
涨0.5%，同比上年同月上涨1.8%。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宋晔 朱钰
玮 实习生 于晴 文/图）7 月 29 日，以

“豫哈情融石榴籽共庆新中国 70年”
为主题的 2019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郑
州分团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哈密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和郑州市
的 120余名青少年手牵手共同畅游郑
州，一起学习成长。

孩子们首先来到新郑黄帝故里景
区，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大殿拜谒
轩辕黄帝，认真观看了记录黄帝一生
丰功伟绩的八幅壁画，了解黄帝为中
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最后孩子们
在拜祖广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共
同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表达作为炎
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

据 悉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政府
主办，郑州市政府、团市委承办，活
动为期四 天。其间，除黄帝故里景
区，郑州哈密两地青少年还将走进
二七纪念塔、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等地方参观
学习，全面了解郑州的历史文化和
经济社会发展。

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发布调查报告

全省小麦量增质优种植收益明显提高

本报讯(记者 成燕)盛夏时节，热浪来袭，水上乐园、海
滨浴场、漂流等清凉型景区游客火爆。除了玩水，气候凉爽
的山川、大草原同样吸引不少市民开启避暑模式。

据了解，随着暑期过半，很多孩子的假期作业开始收
尾，各种兴趣班也将相继结束，亲子游迎来高峰。驴妈妈
旅游网昨日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7月份，游客人数和花
费持续增长，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郑州等地成为
出游主力军，研学、夜游、海滨等主题较受欢迎。

目前，避暑游以学生和亲子家庭为主，携带 12岁以下
儿童的家庭游客约占四成。其中，预订长途旅程的游客约
为67.2%，国内游占比37.8%，出境游占比29.4%；因需办理
签证，出境避暑线路 5月份就开始收客，出游高峰预计在 7
月中下旬至8月初。

比起在家吹空调，游客们还是喜欢“哪凉快去哪儿”。
驴妈妈旅游网品牌发展部负责人介绍，日本、泰国、越南等
热门短线目的地，前往普吉岛、巴厘岛、长滩岛等海岛度假
旅游受到游客喜爱。而澳大利亚、非洲、南美等反季节目的
地和俄罗斯、北欧、冰岛等高纬度旅游线路预定量持续走
高。昆明、宁夏、内蒙古等夏季气温偏低的国内城市更适合
大众出游纳凉，人均花费在2000元左右；非洲、美洲及澳洲
等旅游线路价格普遍较高，人均多在万元以上，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高端游客前往。

本报讯（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文梅英）昨
日上午，兰考农民郭帅在省人民医院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生命，成为我省第
770例捐献者，也是 7月份的第 14位捐献者。
1个月14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
人数刷新了我省分库成立以来的历史纪录。

今年 23岁的郭帅，2018年 6月在县中医
院看到红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
动，“想着一辈子能救个人也挺好”，当场抽取
了8毫升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幸运的是半年
后就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郭帅爽快答应了，
但因为患者病情原因，没有实现救人愿望。

今年 4月，郭帅再次接到电话，又有患者

与他配型成功，他不忘入库时的初心，再次答
应救人，5月份经过高分辨检测和全面体检，
郭帅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郭帅说：“作为一个农民，我没有多少文
化，但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既然加入中华骨髓
库，就要实现自己的承诺。”

郭帅是 7月份我省最后一位捐献者。一

个月来，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领域故事多多，
有临危受命的三门峡汉子王瑞民；有用另一
种方式救人的肿瘤医院“美小护”郭菲；有身
残志坚更有爱的乡村医生李风明；有漂洋过
海回国救人的石化职工王艳阳；有两次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人救到底的公司职员徐伟；有
无偿献血 8000多毫升的王涛；还有大字不识

几个心中爱心满满的农民小伙郭帅……1个
月内实现14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刷新了我省分库成立以来的历史纪录。

爱心接力一棒接一棒，8月份已有 9位爱
心志愿者列入捐献日程，河南人的“爱心种
子”将会不断传播全世界，为一个又一个血液
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暑期避暑游模式开启
清凉型景区游客火爆

一个月实现14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我省捐献人数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