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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排气管不冒黑烟了，而且,有车主认为——

“黄改绿”比报废划算
□记者 章杰 通讯员 曹璟
本报讯 6月3日，
本报曾以《全省唯一试点柴油黄标车
“黄改绿”
工作在洛阳启
动，
符合条件车主最高可获1.8万补贴》为题，
报道了部分黄标车通过改造重新换上
“绿标”
。车主也将根据车况获得800元至1.8万元政府补贴。那么车主们究竟可
以得到哪些实惠？昨日大河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黄改绿”
比报废划算
在得知柴油车有“黄改绿”的政
策后，偃师市货车司机杨华军就开着
大货车来完成
“黄改绿”。
据杨华军介绍，大货车已经开了
7 年。按照最初的报废政策的话，他
的车需要被报废。
“ 我的车保养得很
好，开的公里数也不足 30 万，就这样
报废的话，太可惜了。”杨华军给记者
算 了 一 笔 账 ，购 车 价 格 为 三 四 十 万
元，他每年跑运输能赚 10 万元左右，
如果直接报废的话，只能得到一笔补

贴，还得买一辆新车，相当于这几年
都白干了。但是“黄改绿”后，他的车
还能继续使用至少 5 年，而且还能得
到一笔补贴，这样他们家生活也不至
于太紧张了。
在现场，杨华军指着尾气排放管
告诉记者，
“黄改绿”
后，
最明显的就是
尾气排放味道明显小了许多。
“汽车动
力、油耗等却没有任何增加。”杨华军
说，个人可以得到实惠，而且还环保，
于公于私
“黄改绿”
都是一件好事。

目前洛阳市约有 5000 辆黄标车需要改造
据洛阳市黄标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 黄改绿”最根本就是，给汽车加
装尾气净化设备,使其颗粒物排放达
到国Ⅲ以上标准的绿标车水平。
“车辆经过改造后，可继续使用
至少 3 年，或至少行驶 15 万公里，据
估计本市约有 5000 辆黄标车可以进
行黄改绿工作。”洛阳市黄标办相关
负责人说。而且对车主自愿并在本
市注册登记满足相关技术改造条件
的在用柴油黄标车实施“黄改绿”的，
政府予以补贴，
“ 补贴标准与提前淘
汰黄标车标准相同，根据车型及登记

年限，将给予 800 元至 1.8 万元补贴。”
洛阳市黄标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车
辆改造费用如有差额部分则需要车
主自行承担。
但是并非所有黄标车都可以进
行“黄改绿”，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才
可以进行“黄改绿”：在洛阳市注册登
记的在用柴油黄标车；非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2006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登
记、排放达到国Ⅱ标准，且行驶里程
不超过 30 万公里；车况及发动机应处
于良好工作状态等。

游客景区山路上晕倒
工作人员合力抬下山
□记者 李曼
本报讯 昨日，郑州市民刘先生
拨 打 本 报 热 线（18837996211）称 ，5
月 29 日在洛阳市木扎岭景区游玩时，
队内一位男士突然在上山路上晕倒
并伴有呕吐症状，正当大家一筹莫展
时，景区内的环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及
时出现，用担架把晕倒的队友一路抬
下了陡峭的山路。
昨日，记者联系上了此次事件的
当事人米师傅，米师傅家住郑州，
今年
已经 66 岁，平日里感觉自己身体很好
的米师傅并没有把下车时的不舒服当
回事。稍事休息，
米师傅就在老伴的陪
伴下开始登山。
“山路非常陡，
越走就感
觉越吃不消，
走到三分之一处就感觉自
己已经使不上劲了。
”
米师傅回忆道，
当
时自己胸口发闷又伴有呕吐，
刚往树上
一靠，
就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

据米师傅老伴余阿姨介绍，米师
傅刚一晕倒，身边的队友就立即拿来
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一位掌握医学
知识的队友还不停地给米师傅按
摩。这时，不远处的环卫人员也赶了
过来，并用对讲机向景区山下的工作
人员求救。
当天参与救援的木扎岭景区副总
张朕强告诉记者，接到电话随即就组
织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乘车往
山上赶。虽然米师傅的家人坚持走下
山，但是张朕强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要
求用担架将米师傅抬到停车场。
张朕强说，为了安全，前面抬担
架的人员尽量蹲低身子，后面的人员
将手高高举过肩头，两旁还有几位人
员一路看护。二十分钟后，8 位工作
人员终于将米师傅抬上了一公里外
在停车场里等候的救护车，几位年轻
的小伙子已经满头大汗，
累倒在地。

中美国际男篮对抗赛 12 日洛阳举行
易建联、郭艾伦等核心球员或将登场
□记者 焦勐
本报讯 2016 年中美国际男篮对
抗赛将于 6 月 12 日晚上 7 时 30 分在
洛阳新区体育馆举行，参赛队伍为中
国国家男子篮球队与美国职业联队，
据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易建联、郭艾
伦、赵继伟和周琦等核心球员有望在
此次热身赛中出场。
美国职业联队全部由精英篮球
联赛（PBL）现役球员组成。精英篮球
联赛（PBL）是与 NBA 发展联盟（NBDL）同级别的美国篮球联赛。在参赛
名单中，有四名球员曾效力于火箭、
黄蜂和公牛下属发展联盟球队，另外

还有两名球员是现役英国男篮与黑
山男篮国家队成员。
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球队阵
容完整后首次实战合练，队伍将充分
利用比赛磨合战术，对于中国球迷来
说，这是男篮核心队员在缔造长沙奇
迹后首次齐聚出征，球迷将有机会重
温亚洲最强阵容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赛事组织方特意
邀请到 CBA 联赛辽宁队主场啦啦队，
将为观众献上魅力四射的热舞表
演。此外，现场互动环节增加了更多
的游戏道具，礼品抛送环节首次尝试
使用礼品抛送枪。

《环保永远在路上》专题晚会在洛阳举办
□记者 陈少军
本报讯 6 月 4 日晚 8 时许，由中国大
气环保网主办的《环保永远在路上》专题晚
会在洛阳工人俱乐部举行。洛阳市环保局
和宜阳、偃师、嵩县、栾川、伊川等九县环保

局有关人士观看了演出，会上对洛阳市近年
来治理污染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大河报记者获悉，此专题晚会一方面为
纪念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另一方面为推进
生态城市建设，增强市民环保意识，普及环
保理念。
（G）

洛阳 50 万元奖“全国百强”旅行社
□记者 高菊 通讯员 任昇
本报讯 记者3日从洛阳市旅游工作会上
获悉，
今年，
将对新评定的
“全国百强”
旅行社一
次性奖励50万元，
对新成立的大型旅行社集团

一次性奖励3万元，
对新成立的大型旅游饭店集
团一次性奖励2万元，
对新评定的国家4A、
5A
级景区，
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
30万元。
去年，洛阳接待游客首破 1 亿人次，入
境游客破百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780 亿元。

洛阳市“智慧企业”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 娄元军
本报讯 3 日，洛阳市“智慧企业”申报
工作启动。该活动由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中国电信洛阳分公司联合举办。洛阳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娄卷明、中国电
信洛阳公司总经理董宏涛等出席启动仪式。
“智慧企业”是指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促进企业经

营管理的科学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带动产业
转型升级，
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并加快
“互联网+中小微企业”
的信息化应用。
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要求，
2016 年，
河南省范围内计划认定 1 万家
“智慧
企业”
，
其中，
洛阳市创建认定名额为 560 家。
被认定的三星以上智慧企业将纳入省政府重
点监测企业库，
优先享受各项中小企业扶持政
策，
各类涉企基金也将重点向
“智慧企业”
倾斜。

简讯
“绿色出行、挑战极限”
大型公益活动近
日在洛举行。当天，
北京万茗堂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的全体员工身穿印着
“万茗堂·骑
行拉萨”
的文化衫，
迎接来自广东、
广西、
江苏、

浙江的4位骑手。欢呼声中，
4位骑手冲过终点
线，
完成了北京至洛阳的行程，
踩着红毯与早已
等候在这里的家人握手拥抱，
并接过该公司授予
的旗帜，
踏上赶往拉萨的新征程。
（记者 焦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