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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6日上午，
一辆车牌号为“湘”字开头的大
型客车，在行驶至宜凤高速湖
南省宜章县境内时，撞到隔离
带护栏起火，事故造成35人遇
难。据目击者称，当日10时20
分时，客运大巴车停下开始冒
烟，3分钟内，大火席卷客运大
巴，车身浓烟滚滚，车上惨叫声
不断，最后大巴车被火烧得只
剩车架。据了解这辆车核载55
人，实载55人。

开着一辆皮卡车的宜凤高
速养护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目
睹了事发的全过程。李先生说，
当时看到前面行驶的大巴突然
撞上隔离带，发出很大的响声，
冒出白烟。大巴挨着隔离带一
路摩擦，很快就爆炸起火，冒出
浓浓的黑烟。这时，他的第一反
应就是停车参与救援。于是，在
无法靠近大客车的情况下，他拿
起石块砸开了一块车窗，有6个
人从车窗翻了出来。

据了解，公交车着火有个最
大的特点就是火势蔓延特别迅
猛，往往在数秒内就席卷全车

厢，封住车门，稍有犹豫就会丧
失逃生良机。由于车内空间狭
小密闭，车内物品燃烧产生的有
毒气体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
害，所以在冲出火灾现场的瞬
间，可用毛巾或衣物遮掩口鼻，
减少有毒烟气的吸入。

除此之外还应掌握一些简
单的公交车起火逃生技巧：利
用车载灭火器扑救，如果火势
较小，应选择灭火，如果火势很
大，就要赶紧逃生；利用车窗上
方的“安全锤”打开逃生通道，
遇到紧急情况，乘客可用“安全
锤”敲击侧窗玻璃的四角，击
碎玻璃逃生。如果找不到“安
全锤”，可用身边的尖锐硬物，
比如高跟鞋后跟或男士腰带扣
等；利用客车的天窗逃生，乘客
只要旋转车顶天窗上的红色把
手，把车窗整个往外推，就能将
天窗打开；客车都有一个放气
阀，形状如扳手，通过顺时针方
向转动放气阀，可切断门气路，
在此状态下，车内或车外的人
手动就可打开前后门；利用应
急开关，每辆公交车大都有应
急开关，有些在司机座位旁边，
有些在车门顶部，具体操作应
急开关旁都有说明。

从2015年 1月1日起，郑
州发布信息，80岁以上老人可
以享受高龄津贴，今年2月19
日、20日、23日，3月8日，大河
报持续关注“迟到的高龄津
贴”，报道引起多方关注，郑州
召开专题协调会，多部门表态
将全力推进此事。随后，多部
门联合印发了《郑州市高龄津
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郑
州市户籍，年满 80-89 周岁、
90-99周岁、100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分别按照每人每月100

元、200元、300元的标准发放
高龄津贴。

5月3日，郑州市高龄津贴
申请工作在全市同步启动。

如今，郑东新区的高龄津
贴发放了，其他区域呢？昨日，
郑州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由市级财政划拨给各
区（县、市）的高龄津贴匹配资
金，已划拨到位，其他暂未发放
高龄津贴的各区（县、市），正在
积极筹措本级匹配资金，待资
金筹措到位后，近期将陆续发

放到位。
有民政系统工作人员称，

以中原区为例，目前，高龄津
贴 申 请 80-89 周 岁 老 人 有
10880 人，90-99 周岁有 702
人，100周岁以上有5人，一年
半的高龄津贴费用需要近
2000万元，其中，市里50%匹
配资金1317万元（两年）已到
位，区里需要匹配的资金由于
年初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正在
积极筹措中，顺利的话，预计7
月初能发放到位。

□记者 吴俊池

本报讯 交维修基金，可
提前申请，便民服务车进社区；
办抵押，到银行就行；查询房产
档案业务激增，开设临时窗口
……昨日上午，郑州市房管局
在东区办事大厅外开展宣传活
动，并推出新的便民服务临时
窗口，受到前来办理业务市民
的欢迎。

据郑州市房管局东区办事
大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房
产档案的查询量激增。为方便
群众查询，提高办事效率，市房
管局特地开设房产信息查询临
时窗口12个。他还提醒说，办
理有关查询业务的市民，还可
以到位于建设路与百花路房地
产大厦11楼档案室、南阳路北
环路西南角清华园商务楼北区

房屋服务大厅的查询窗口，均
可查询。

交维修基金也是“热门”业
务。市房管局维修基金管理中
心交存科科长于洋介绍，目前
维修基金的交纳除了原有6个
地点以外，还可以由开发商提
前申请，房管局将到售楼处为
业主现场集中办理维修基金交
纳，免去业主和开发商来回奔
波。

办理房产抵押业务，常常
要到大厅排队。市房管局抵押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介绍
说，目前市房管局已和公证部
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平台，提高
风险防控等级。市民在6家银
行现场就可办理抵押业务（名
单附后），不用再跑到房管局,
缓解了办事大厅人多窗口紧张
的难题。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不停车收费，3秒
就能通过收费站，如今这种
ETC卡在河南的用户已破100
万。昨日，省交通运输厅宣布，
我省ETC用户已突破100万，
在全省的 360 个高速收费站
中，已有345个设有ETC车道。

“在加入全国联网前，我们
站点的ETC通道每个月上下站

有10万辆，联网后一个月有30
万辆。”郑州新区收费站负责人
介绍。加入全国联网一年来，
河南ETC用户快速增长，目前
已突破100万户，比去年6月联
网前增长了260%。

车辆在ETC通道过收费站
仅需3秒钟，在人工窗口道过收
费站需15秒，通行效率相对提
高了数倍。

省交通厅负责人表示，目

前，河南共建成ETC车道652
条，主线收费站覆盖率100%，在
全省布有1266个网点，覆盖全省
所有县级行政区。

“与储值卡相比，ETC记账
卡最大的优势是先通行、后扣
款。”省高速公路联网公司副总
经理刘嘉表示。此外，在免费申
请换卡后，可以用ETC卡在中石
油的加油站使用，每升可以省
0.15元，使用自助加油会更划算。

“迟到的高龄津贴”系列报道追踪

郑东新区416名老人
首批领到高龄津贴
□记者 杨子佩 蔡君彦 文图

本报讯 昨 日 ，86 岁
的张玉良老人很开心，他
名下的银行卡里增加一笔
钱——从 2015 年 1月 1日
算起补发到位的1800元高
龄津贴，至此，大河报持续
关注的郑州高龄津贴发放
问题，在郑东新区率先“靴
子落地”，该区已有 416 名
符合条件的老人高龄津贴
发放到位。另据了解，目
前，郑州市其他各区（县、
市）的高龄津贴发放工作也
在紧锣密鼓准备中，首次发
放有望近期陆续完成。

首批 | 郑东新区八旬老人收到1800元高龄津贴 很开心

昨天上午，郑东新区绿城百
合小区86岁的张玉良老人，被
工作人员上门告知好消息：他和
老伴儿的高龄津贴已经发放，分
别打到了两人的银行卡上。

“太好了！感谢感谢！”老人
激动地向工作人员道谢，他说，
得到社区通知后，老两口去办理
高龄津贴申请登记很顺利，每月
100元的高龄津贴,目前对他们
而言，钱虽不多，但可感受到的
是党和政府对老人的关心。领

到高龄津贴后，他打算给来家里
帮忙打扫卫生的年轻人发奖金。

当天，同时被工作人员上
门告知好消息的，还有张佩文
等，几位老人年龄均在80岁至
89周岁之间，首次到账的高龄
津贴均为1800元。

当天，郑州市老龄办、郑东
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及如意
湖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到场见证，
郑东新区成为郑州市高龄津贴
申请工作全市同步启动后，率先

将高龄津贴发放到位的区域。
据郑东新区管委会社会事

业局副局长刘延晴介绍，高龄津
贴资金匹配标准为市、区两级各
出50%，郑东新区积极筹措资
金，确保高龄津贴尽快发放。目
前，在郑东新区申请并审核通过
的416名老人，高龄津贴已全部
发放到其银行卡上。据估算，该
区符合相关条件的老人约有
2630人，在申请审核通过后就
可以发放。

推进 | 紧锣密鼓准备中 郑州其他区域首次发放近期将陆续完成

河南高速ETC用户超百万
全省345个收费站已设ETC车道

依据《郑州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共同负责高龄津贴的发放工
作。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高龄津贴，由人社部门负责随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一发放，不再另行申报（其发放工作已在进行）；其他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由民政部门负责发放，需要按相关程序申请。

目前，郑州市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申请高龄津贴的80周岁及以上老人，有5.3万余名，符
合相关条件、暂未申请高龄津贴的老人，凭二代身份证、户口簿，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提出申
请，申请人提出申请核准后，从次月起计发高龄津贴。

《郑州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链接

家门口交维修基金
到银行直接办抵押业务
郑州房管局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让市民少排队

附录 抵押业务联合银行现场办公网点

建设银行 纬五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二楼
咨询电话：0371-65525130
工商银行 农业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财富广场三楼
咨询电话：0371-65713629
交通银行 东风路与花园路交叉口
咨询电话：0371-69395183
公积金管理中心 百花路46号公积金大厦三楼
咨询电话：0371-67179165
浦发银行 商务外环8号联合大厦二楼
咨询电话：0371-67889599
郑州银行 商务外环28号联合大厦二楼
咨询电话：0371-67881233

■《吴参谋说消防》

公交车起火 掌握这些能逃生

工作人员对老人讲解高龄津贴发放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