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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 娉）郑州地
铁 1 号线二期工程计划于 7 月 30
日开工。在一期工程 20 个站点的
基础上，二期工程将再建 10 个站
点，比原规划 8 个站点多出化工路
站和文苑北路站。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近
日发布了地铁 1 号线二期工程土
建施工招标公告，公告显示，地铁
1 号 线 二 期 工 程 线 路 全 长 约
15.4km，其 中 西 端 线 路 长
9.869km，东端线路长 5.531km，共
设车站 10 座。其中西端站点 7 个，
分别为河工大站、新郑州大学站、

科学大道站、梧桐街站、化工路站、
铁炉站、雪松路站，东端站点 3 个，
分别是龙子湖中心站、文苑北路
站、河南大学站。和之前规划的 8
座车站相比，西端多了化工路站，
东端多了文苑北路站。

据悉，地铁土建施工包括车站
和站与站之间的隧道区间施工，根
据招标文件显示，地铁 1 号线二期
工程计划开工日期为今年 7 月 30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7年 4月 30
日。其中车站土建工程工期为正
式开工后 11个月，全线隧道洞通计
划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31 日。③9

本报讯 （记者卢 松）6 月 23
日，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截至
目前，我省累计认证登记“三品一
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2500 多个。“三品一标”品牌产品
正逐渐成为农产品安全健康消费
的时尚取向。

“三品一标”是政府主导的安
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也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产品消费的主
导产品。其通过农业品牌化推动
农业标准化，从而提升农产品质量
和效益，推动农民增收。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省着力提高认证审核质量
和稳步扩大产品总量规模，统筹
协调发展速度、产品质量和综合
效益，推进全省“三品一标”健康
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省在有效期
内无公害农产品有 1954 个、产品
总产量 1941.1 万吨；全省有效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496 个、面积
达 283 万亩、产品总产量 115.67 万
吨；累计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 53
个，总面积达 545.3 万亩、产品总产
量达 681.8 万吨。③10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目前，
我省夏粮已全部收割完毕，夏玉
米、棉花等秋作物也正在蓬勃生
长。6 月 23 日，省农业气象服务中
心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墒情仍较
差，各地应注意做好秋作物的苗期
管理工作，及时查苗、补苗，保证苗
齐、苗壮。

6 月 22 日 08 时 0～50cm 自动
土壤水分监测网 130 个测站资料
显示：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墒情适
宜，不旱站点比例达 76.2%。干旱
站点主要分布在洛阳、平顶山及其
他个别地区。预计至 7 月 2 日，豫
西北、豫西部分县（市）、豫中中部

及豫东、豫西南局部旱情仍将持
续，尤其是豫西及豫中中部等地土
壤相对湿度在 40%～50%之间，为
中度干旱。

据 省 气 象 台 发 布 的 天 气 预
报，预计本周内有一次全省性的
降水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周三
到周四，偏南地区有中等强度以
上的降水。

农业气象专家建议说，目前
我省部分地区墒情仍较差，各地
应密切注意近期降水过程，做好
夏玉米、棉花等秋作物的苗期管
理工作，及时查苗、补苗，保证苗
齐、苗壮。③10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6 月 23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2013 年度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技
术奖获奖项目公布，其中 35 个科
研项目获得一等奖，获奖项目比往
年高出一倍。这主要得益于我省
找矿突破战略，不少找矿行动不仅
发现了重大矿产资源地，而且催生
出一批科研成果。

省国土资源厅科技处处长张
平和介绍，经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科
技奖励委员会评审，2013年度河南
省国土资源科技奖励项目一等奖
35 项，二等奖 45 项，三等奖 32 项。

获奖项目明显高于往年获奖数量，
其中一等奖项比往年高出一倍。

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张兴
辽分析，在这些科研成果中，有的
与找矿突破行动直接相关，如桐柏
县曹庄天然碱矿详查报告、淅川县
槐树营——毛堂多金属矿区详查报
告等科研项目；还有一批科研成果与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相关，如豫东地区
控煤构造及岩浆对煤层影响研究等。

张兴辽还说，去年恰好是众多
找矿成果的最后总结科研成果阶
段，所以涌现出一批优秀科研成
果。③7

本报讯 （记者杨 凌）6 月 23
日，记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今后，郑州市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如果实现灵活
就业，最多可享受政府给予的两
年社保补贴。

为鼓励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
业生，政策规定，凡企业新招用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
合 同 并 按 时 足 额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的，将给予企业 1 年的社保补贴，
政策执行期限截至 2015 年年底。

科技型小微企业招收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可申
请最高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并享受财政贴息。

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如果实现灵活就
业，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
实名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之后，就可享受政府给予的一定数
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数额原则
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 2/3，最长不
超过2年。③10

调记者 查查

近日，有媒体报道，据工信部统计，截至
2014 年 2 月，我国手机用户共有约 12.4 亿
户。巨大的保有量也带来了巨大的淘汰
量。据调查，我国每年报废手机约 1 亿部，可
回收率还不到 1%。

被淘汰下来的废旧手机成了“鸡肋”，弃
之可惜，留着没用，许多被搁置家中。而被
一些“路边摊”回收的手机，往往因为渠道不
正规，存在许多隐患。

与此同时，郑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手机生
产基地，年手机出货量超过1亿部。那么，郑州
目前废旧手机回收状况如何？有没有让市民
放心的正规回收渠道？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路边摊”回收成主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搁置在家，不

少市民选择将废旧手机卖给回收手机的“路
边摊”。

6 月 22 日，记者来到聚集着大量回收废
旧手机摊贩的太康路、二七路沿线，摊主康
先生称，他每天的手机回收量在 20 个左右，
回收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苹果手机
和三星手机因为市场占有率、认可度较高，
回收价格相对较高，而国内品牌废旧手机的
回收价格与其差距较大。两年左右的苹果
iPhone4 手机，若成色较好，无修理记录，价
格普遍在 300 元～400 元，而记者使用不到
一年的华为手机回收价格则只有 200 多元。

在郑州地区最大的废旧手机回收市场
豫泰通讯城，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家手机
回收门面。谈到回收的旧手机去向，摊主陈
先生告诉记者，非智能手机回收后只能提取
一些有用的零件或贵重金属。而屏幕大、成
色好的智能手机经过简单的翻新，则能通过
一定渠道再卖出去。

非正规渠道存隐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回收价格低及渠道

不甚正规，是制约废旧手机回收利用的重要
原因。很多市民因为担心信息会泄露，而宁
愿把手机闲置在家里。

那么手机中的信息能否被恢复？这方
面的隐患又有多大呢？

在豫泰通讯城，记者向很多手机维修点
打听是否能够恢复不小心删掉的照片。店
主听到恢复信息，都表现得很谨慎，大都说
目前技术还达不到。只有个别店主说能够
恢复，不过成本比较高。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崔教
授告诉记者，手机中照片、短信、通信录等信
息都是可以被恢复的。这是因为我们在进
行删除操作时，实际只删除了信息在手机中
的“标志”，虽然系统里没有了，但文件本身
还是可以被恢复的。有些通过手机数据恢
复软件就能完成。

除了数据泄露，另外一个让人担忧的隐
患就是废旧手机的翻新“革面”不“洗心”，以
次充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在郑州金水区
枣庄一个手机维修点，维修师傅告诉记者，
废旧手机翻新的利润是很高的，大多也都有
成熟的“销售渠道”。

正规渠道在何方？
废旧手机的回收有哪些正规的渠道？

情况又如何？
据了解，国内三大通讯运营商——移

动、联通和电信在废旧手机回收方面也都有
过一些尝试。

在中国联通郑州人民路营业厅，店员朱小
姐告诉记者，之前中国联通搞过一个“你换手
机我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新手机时，旧手机
最多可折抵 300 元话费。但问及回收到的废

旧手机是怎么处理的，店员表示就不清楚了。
此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也都搞过一些

类似的活动。如中国移动的“绿箱子环保计
划”——通过专门设置的回收箱回收废旧手
机及配件，再委托专业公司进行统一处理。
但市民普遍积极性不高，效果也很有限。

还有一些回购废旧手机的网站，影响比
较大的有淘绿网、爱回收网和 1 号店等。其
中，1 号店的页面给出了许多品牌手机的平
均回收价格，同时还有手机以旧换新活动。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网络回收渠道大
家用的也并不多，主要还是嫌麻烦，觉得没
几个钱，划不来。

据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
刘俊海。他介绍，目前我国尚欠缺关于废旧
手机回收方面的法律规章，因此首先应由工
信、质检、工商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废旧手

机回收的规章，实行“谁生产、谁运营、谁负
责”的管理模式，由手机生产厂家和通讯运
营商直接对接负责，并逐步形成废旧手机回
收——再制造——再销售的新制度。

刘俊海说，相关法律规章出台后，国家
可以对回收废旧手机的企业实行税收、财政
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规范废旧手机回收
市场，并引导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
样不仅可以降低废旧手机的回收成本，也可
以杜绝因非正规渠道回收带来的信息泄露、
手机翻新等方面的隐患。③7

扔了怪可惜 卖了不值钱 “回收”存隐患

废旧手机都去哪了？
□本报记者 王昺南 曹 萍 周青莎

郑州地铁1号线二期7月底开工
比原规划增加化工路站、文苑北路站

部分地区墒情较差，专家建议

及时查苗补苗 保证苗齐苗壮

绿色、有机、无公害受青睐

“三品一标”引领农产品消费

我省国土资源科技奖公布

郑州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
可享两年社保补贴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6 月 23 日，记
者从省水利厅获悉，我省已出台《深化小
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用 5
年时间明晰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健全管
理体制，更好地发挥小型水利工程作用。

固始县陈淋子镇快活林村有多口坑
塘，在抗旱保丰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
因 多 年 来 管 护 不 善 ，一 些 水 塘 淤 积 严
重。固始县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投入水利
建设，在外创业的快活林村村民陈光林
今年投资建设了三口水塘，按照“谁投
资、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陈光林将负
责水塘的后期维护工作。

记者了解到，像快活林村的坑塘一
样，我国小型水利工程量多面广，大多由
乡镇、村组集体管理。农村实行土地承
包经营制度后，多数小型水利工程的管
理流于形式，存在权责不明、重建轻管的

现象。
按照我省此次出台的方案，将逐步

明晰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按照“谁投资、
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明确
工程产权所有者为工程的管护主体，用
5 年时间建立健全我省小型水利工程管
理体制机制，确保工程正常运行，长期发
挥效益。

产权归属将有多种形式，如中小河
流及堤防，产权原则上属地方政府所有；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个人投资兴建的工
程，产权归个人所有，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投入为主的工程，产权归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

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水库、
中小河流及其堤防、小型水闸、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及设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等。③10

谁投资 谁所有 谁受益 谁负担

我省将用5年时间为小水利确权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6 月 23 日，记者从
省水文水资源局获悉，我省近日出台了《水情
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试行）》，将进一步规范水
情预警发布，防御减轻水旱灾害。

按照《水情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试行）》，
今后全省将根据洪水量级、枯水严重程度及
发展趋势，将水情预警等级由低到高分为蓝
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四
种，即小洪水或轻度枯水用蓝色预警标志，
特大洪水或特别严重枯水为红色标志。

我省还首批制定了全省 20 个重要河道
断面控制站的洪水预警标准、5 个大型水库
站的枯水预警标准。③12

水情将实施分级预警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6 月 23
日，济源市 2014 年第三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在该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举行。

济源市此次集中开工的 21 个项目涉及
新能源、新材料、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等多个
领域，总投资 100 亿元，单体项目平均投资规
模近 5 亿元，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重庆力帆
新能源电动汽车项目总投资达 22 亿元，填补
了济源市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空白。其他
还有投资 10.4 亿元的力诺并网太阳能光伏发
电、投资 6 亿元的华银太阳能电力公司等新
能源项目；投资 21 亿元的济水文化产业园、
投资 2.2 亿元的天女河旅游项目、投资 2 亿元
的尚品明珠、投资 1.4 亿元的美丽乡村建设等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生态型项目等。③9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6 月 22 日，四川濠
吉集团、鄢陵县政府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又
一重大项目正式落户许昌。

濠吉集团以研发和生产亚洲第一包鸡精
而著名，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非油炸多粮健
康速食面”系列产品，于 2013 年通过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的世界级鉴评，确认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据介绍，濠吉集团此次将投资 50 亿元，
兴建濠吉集团（鄢陵）产业园项目，产品包括
新型非油炸多粮健康速食面、饮料、膨化食
品、厨房工业化冷链食品等。产业区项目全
部建成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80 亿元，实现年
税收 5 亿元，安排就业岗位 8000 多个。③9

又讯（记者董学彦）6 月 19 日，许昌市政
府、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祺景（上海）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许昌迎宾馆签署协
议，三方将携手建设飞利浦——祺景 LED 照
明中原联合生产基地。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作为世界 500 强大
型跨国集团公司，在光电照明等多个领域居
世界领先水平。祺景（上海）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飞利浦在中国的工程照明战略合作
伙伴。按照协议，投资方除主要生产新型
LED 照明产品外，还将积极推广运用 EMC 模
式，力争三年内完成许昌市所属市、县、区城
市照明节能改造与城市亮化工程。③9

本报讯 （记者赵春喜）简陋的场地，简
单的仪式，短短 20 分钟。6 月 19 日上午，以
周口经济开发区项目施工现场为主会场，其
他 11 个县市区为分会场，周口市举行 2014
年全市 93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这 次 集 中 开 工 的 93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400.3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147.4 亿元，涉及工
业、基础设施、商贸物流、社会事业、农林水
等多个领域，包括美国乔治海因茨公司年产
100 架飞机制造、泰瑞格数控机床生产、傲农
高效生物饲料加工等“大个头”项目。

近年来，周口市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发
展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抓手，坚持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不动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
发展的良好势头。③9

重大项目接踵落户许昌
濠吉集团 50亿投资鄢陵

大项目·大发展

周口93个重点项目开工

济源今年第三批项目开工

沁阳市与山西交界处的太行山上有一条“古羊
肠坂”通道，它修于商代，地势险要，为豫晋交通之
咽喉。现在，这里仍能看到元朝末年、民国时期、日
军侵华时期所修公路的遗迹。

如今，这里贯通了新的山区道路，通过不断
升级改造，修建复线，成了我国晋煤外运的大通
道。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盘踞在太行山腰的晋煤外运大通道。
◀“古羊肠坂”现仍存 800米遗迹。

6 月 23 日，民权县环境监测人员在一家企业监测空气质量。该县
对“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同等重视，把监测行政、工业、居民等不
同功能区的环境质量常态化，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努力为群众提供
宜居环境。⑤3 阎鹏亮 摄

从“古羊肠坂”到晋煤外运大通道

一条山路见证时代发展

漫画/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