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民生

AⅠ·11

2018 年 6 月 8 日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冯帅 邮箱 dhbu7@126.com

《儿童乘公交免票标准何时“长个”
》 报道追踪

调高公交免票身高线提上日程
郑州有关部门表示要从大河报获取相关资料信息进行研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吴参谋说消防

卫生间避火
究竟靠不靠谱？
专业解释来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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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儿童乘坐公交免票的身高标准何时能从 1.2 米提高到 1.3 米？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大河报连续刊发 3 篇
报道，独家关注郑州儿童乘坐公交免票身高标准亟待调整一事。目前，郑州市交运委已把调高儿童乘坐公交免票身
高标准一事提上日程，也在准备给郑州市政府打报告。

在大河报推动下，郑州交运委将此事提上日程
“大河报的报道很及时，既然其他
很多城市都已提高了标准，郑州也该顺
应民意，把标准改一下。”连日来，大河
报的报道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认
为：郑州是首批入选全国“公交都市”的
示范城市，理所应当照顾儿童等特殊群
体对乘车优惠的需求。
已关注到大河报相关报道的郑州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郑州
市交运委已将调高标准一事提上了日
程，但提上日程后还有不少工作需要
做，比如到其他已调整过身高标准的城
市调研、法制办参与讨论、物价局举行
听证会、向市政府汇报等。

6 月 7 日，郑州市交运委综合运输
处的段处长表示，交运委正在准备和郑
州公交总公司一起给郑州市政府打个
报告，也有去其他城市调研的想法。
“我
们正想跟大河报联系，希望你们能给我
们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和信息。”他表示，
该处也在想办法调查郑州身高在 1.2 米
至 1.3 米之间的儿童数量。
记者了解，我国一些省份已由省级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将儿
童乘坐公交免费的身高标准由 1.2 米提
高到 1.3 米。比如陕西省出台了《关于
调整儿童乘坐城市公交车免票身高标
准的通知》，安徽省也修改了《安徽城市

公共汽车管理条例》，重庆市也修改了
相关条例，明确将儿童乘公交免票身高
标准从 1.2 米以下放宽到 1.3 米以下。
但是，我省包括郑州在内的多个地
市关于儿童免费乘坐公交车的身高标准
不一，有的是 1.2 米以下免费，有的还停
留在 1.1 米以下免费乘车。河南省交通
厅有无出台过统一的儿童免费乘坐公交
车身高标准呢？近日，记者将采访函发
给了省交通厅办公室宣传科，一名姓郭
的工作人员称 6 月 5 日给记者回复，
但截
至 6 月 7 日下午记者仍未收到任何回
复。记者多次在上班时间致电省交通厅
办公室宣传科，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多次呼吁调高标准
除了市民有呼声，我省多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也曾呼吁郑州公交把儿童
乘坐公交免票的身高标准从 1.2 米提高
到 1.3 米。现任省人大常委的张晓林，
曾于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次提交议
案，呼吁将我省儿童乘坐公交车的身高
标准从 1.2 米以下免票改为 1.3 米以下
免票。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李高峰也注
意到这个问题，
“ 很多城市已经调高了
儿童免票标准线，杭州、西安、南京、合
肥等城市都已将免票标准线提高到 1.3

招商公告

米。”他说，郑州市正在大力发展“公交
都市”，
应该让更多人享受到免票福利。
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俞海洛也曾表
示，1.2 米的免费乘坐公交身高线已不合
时宜，再用老标准来限制免费标准，实
际上缩小了儿童免票的范围。在 2015
年的河南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段爱
冬表示，将免票线标准提高 10 厘米非常
有必要，让更多孩子可以享受到这一福
利，也可培养他们从小乘坐公共交通出
行的好习惯。

招 商

此外，根据省政府《关于城市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规定，交通
运输及相关部门应科学制定票制票价，
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价格体系，推行
优质优价，根据各地特点和不同类型乘
客出行需求，引导更多人群选择公交出
行。有郑州市民表示，目前，既有儿童
平均身高增长的数据支撑，我省又有科
学制定票制票价的要求，郑州市交运委
和郑州公交总公司应据此加快推动调
整儿童免票乘坐公交的身高标准。

公告

本报讯 近日，重庆一小区突发大火，
从居民楼底一直往上蹿到 4 楼，起火的屋
里还有一个小孩，消防战士赶到时，发现
小孩机智地躲在厕所，还开着水龙头，最
终小孩成功获救。
大火来临，卫生间避火究竟可不可
行？对此，消防人士认为：没有一种可保万
全的自救或逃生的方式，只能因势利导选
择最合适的办法。拿卫生间来说，能否躲
避，得看所处的位置和结构等因素。
“作为
紧急避火场所，卫生间是有优点的，比如
有充足的水源，可以放水降温，也可以制
作湿毛巾等逃生的辅助物，门比较密闭不
易透烟。”省消防总队相关人士说，但是，
卫生间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进一步
解释说，很多家庭的卫生间都比较隐蔽，
有的远离大门，有的就在卧室里，这就会
导致救援时没法第一时间搜索到，延误获
救时间。还有最致命的一点，有的卫生间
窗户太小，甚至是没有窗户的极度封闭空
间，
连向窗外呼吸和呼救都没有办法。
那么，火灾来袭，哪里是避难之地，又
如何自救？
第一时间是要逃。自己家里发生火
灾，在初期火灾扑救失败后，应立即逃生
并报警。
接着是沿楼梯逃生，发现住宅楼里其
他人家发生火灾时，如楼道没有被浓烟封
锁时，可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打开房门，
低姿态沿着疏散通道匍匐前进。逃离途中
切记不可使用电梯，因为火灾中电梯很容
易
“卡壳”，
使你被困电梯中无法逃生。
再有就是固守待援。如果楼梯被火或
浓烟封住，就不要硬走楼梯，这样容易被
烟火熏倒或烧伤。这个时候应该固守待
援，向房门泼水，并用湿棉被、毛巾等封住
房门，
暂时阻止火势蔓延。
还可以结绳自救。如果房门被火封
住，无法由房门逃生，只有依靠外窗和阳
台。居住在三楼以下的居民可利用床单、
衣服等物品连接成救生绳捆在窗框、暖气
管等物体上，
沿绳下滑逃生。
另外就是向外求救。如果居住的楼层
很高，白天用鲜艳的毛巾到窗口挥动，夜
间用手电闪烁的方式呼救，危急时刻可以
利用现有长度的救生绳下滑到其他楼层
暂避。
消防人士特别提醒说，逃生过程中，
要分秒必争。不要浪费时间去穿戴衣帽，
寻找贵重物品，切忌逃生后重返火场。

郑州市二七区国土资源局关于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使用性质事宜的公示

郑州通信段职工张佩、郭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
鹤壁服务区拟对即将到期 晶晶（身份证尾号：2027）、陈新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服
务区休闲运动鞋类项目招商已 的工艺品、餐饮、音像制品、酒 军 、郭 晶 晶（身 份 证 尾 号 ：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改制的批复》
（郑政函【2014】486
类等经营项目、
场地进行招商，
有 4023）、王辉、陈蕾静、王跃同志
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郑政文【2017】29 号）郑州百文集
1.有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6 月 8 意者请于登报之日起5日内报名。 请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 18 点前 号）和《关于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通知》
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
日-6 月 15 日到连霍高速 K816 地址：京港澳高速 566 公里处 到，
团有限公司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将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二七路东、东太康路南，土地证
按相关规定办理。
处三门峡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号为郑国用（2001）字第 0665 号，
面积为 1785.7 平方米的土地性质由划拨变为出让。
联系电话：
0371-68354116
报名电话：
13523927365
2.联系人：于志峰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该宗地上建筑物情况：二七区二七路 27 号地上有建筑物两栋，其中一栋两层建筑物（见附图
监督电话：
15896812315
电话：
18803726581
郑州通信段 建筑物 2）未提供相关产权证明。为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现发布建筑物相关情况公示，
公示期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止。
在公示期对变更使用性质的宗地中涉及的上述建筑物产权如
有异议，请当事人于公示期内携合法有效证明材料到二七区国土
广告
资源局说明情况。若异议事实成立，国土资源部门将停止办理以
上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使用性质手续，直至异议消除。公示期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满，如无异议者或异议事实不成立，国土资源部门将按照相关法律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法规办理以上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使用性质手续。
2.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65796171 65796172

南省金河宾
市场服
市场服务
务河
馆二号楼升级

改造，现有客房
旧家具处理。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路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联系电话：
13683829269
13663713656

联系人：
曹馨予

联系电话：
0371-68859276

2018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