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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王正星）在日常行车中，你或许会
经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个矿泉
水瓶和垃圾袋突然从行驶的车里
飞出，不仅破坏城市形象，更带来
交通安全隐患。3 月 23 日起，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在全省部署开展“乱
闯红灯、车窗抛物”集中治理活动。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将组
织足够警力，成立专项治理小分

队，采取流动巡逻、路面查处、视
频监控查处、群众举报等手段，开
展专项治理。同时，组织民警宣
讲团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广泛开
展宣讲活动。

省 公 安 厅 交 警 总 队 发 出 倡
议：拒绝车窗抛物，从我做起。如
果您有私家车，不妨在车内放置
一个小垃圾桶，驾乘人员都能够
从不起眼的细微之处做起。③6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通讯员
张 晗 万光南）记者 3 月 23 日获
悉，我省地质工作者“走出去”又有
新成果，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承担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华潘
省桑怒区块的二维地震勘探”野外
工作顺利通过省煤田地质局组织
的专家组验收。

2014 年 12 月，省煤田地质局
下属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承

担了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的“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华潘省桑怒区
块二维地震勘探”工作，今年 2 月
超 计 划 提 前 完 成 了 野 外 勘 探 任
务。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共
完成二位地震物理点 3097 个，甲
级率及合格率符合《煤炭煤层气地
震勘探规范》复杂地区质量要求。
专家组一致同意转入精细资料处
理、解释与报告编制工作。③10

省公安厅集中治理
乱闯红灯和车窗抛物

我省地质工作者走进老挝
“华潘省桑怒区块二维地震勘探”野外工作通过验收

（上接第一版）
“对传染病患者的关爱，就是对健康人的

关爱。”郑州市六院院长许金生说，结核病等传
染病患者除了承受肉体的痛苦，还要担负精神
上的歧视、孤独等，因此更需要社会关心。

一专全能 提升防治科研水平

近年来，郑州市六院围绕“一专全能”目
标，不断打造学科优势，抢占技术制高点，着
力提升结核病防治科研水平。

许金生说，“一专”是对传染病治疗优势
的继承与强化，“全能”是全面提升救治能
力。“一专全能”就是在发展传染专科的同时，
围绕传染病综合需求发展综合学科，运用综
合手段解决传染病并发症和合并症的问题。

为提升学术水平，推广临床新技术，2014
年 4 月该院挂牌成为郑州大学教学医院；2014
年 9 月，市转化医学中心、市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在该院成立。为加强国际交流，拓宽视野，
医院派出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外出进修，与北
京佑安医院、解放军 302 医院、英国伯明翰大

学、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多个国内外知
名医疗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院际合作关
系。为让患者受益国际最新防治药物，2014
年 10 月，该院一举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验资
格，这是我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

在全面提升软实力的同时，该院着力提升
医院硬件，先后成立感染性外科、感染性妇产
科等 30 多个临床科室，目前 6 个结核病区，开
放床位 400 张，开展了纤支镜下支气管冷冻治
疗、肺外结核介入治疗等国内领先技术，开展
了国际领先的 T-SPOT.TB 特异性诊断结核感
染技术，提高了对各种结核病患者及肺结核重
症、并发症患者救治能力，有效解决了结核病
合并艾滋病、糖尿病、肝病等疑难杂症。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国家提出了
构建‘三位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模式的总目
标，这与我市探索建立的防痨模式基本吻合。”
许金生表示，“如今，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
方，都为防痨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们将锐
意创新，克难攻坚，与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努力，
开创全市结核病防治事业新局面。”

全社会参与 打造结核病防治郑州模式

3 月 18 日，医务人员正在为沁阳市王召乡东王召村群众筛查白内障。据悉，
今年“中华健康快车”将于 5 月至 8 月停靠焦作，焦作五官医院、沁阳市残联于 3 月
16日至 4月 30日期间对当地白内障患者进行筛查登记，届时患者可上车免费进行
白内障复明手术。⑤4 杨志强 摄

“中华健康快车”来了

中国邮政日前宣布开放全国
5000 个自提网点，任何一家快递公
司发货，均可享受此服务。自提网
点包括现有邮政自有网点和“无人
值守”的智能快递柜。

记者采访发现，伴随快递业面
临众多难题产生的需求，以智能快
递柜代表的智能快递，逐渐成为行
业企业、监管部门等解决快递业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共识。

自提网点
中国邮政20日宣布启动淘宝包

裹“自提”服务。消费者在网购时，选
择中国邮政提供的自提网点为收货
地址，自提网点人员接收包裹并将信
息录入系统，系统自动触发短信提

醒，消费者凭短信密码自取包裹。
目前，全国有 5000 个邮政自提

网点，分布在北、上、广、深圳、杭州
等城市。随着邮政自提网点信息嵌
入淘宝（天猫）平台，消费者在淘宝
购物时，将可选择离收件地址最近
的邮政包裹自提网点。这些自提网
点不局限于邮政用户使用，任何一
家快递公司发货，均可享受此服务。

电商包裹“自提”服务网点主要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人值守”
的自提点，主要是依托邮政自有的
营业网点、投递网点，以及社区超市
等社会网点，叠加包裹自提服务，另
一部分是“无人值守”的邮政智能快
递柜。

看似简单的自提系统开放，背

后却是智能快递的大市场。企业、
专家、主管部门等负责人均认为，
智能快递已成为当前政府解决快
递业及驱动快递满足消费、商业需
求的重要手段。

多方共识
手机查询、输入密码、开门取

件——三个步骤，一个快递包裹便
从智慧快递柜中取出。这样的智
能快递箱外形酷似小区楼道的报
刊箱。这种方式越来越受到居民
和快递员欢迎。

有业内人士认为，“智能快递
柜”这种模式进入小区，解决了快递
业诟病已久的“最后一百米”问题。

中国快递协会常务副会长李

惠德说，目前出现的一些智能快递
柜，代表着未来中国快递业的发展
方向——智能快递，即通过引入信
息化、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融合
预测、O2O 等方式，以更加便捷的
智能设施（如智能快递柜）和手段
满足高密度、高成本、高人力的现
代快递工作，通过建设社区的“智
能快递站”为消费者服务。

专家认为，相比传统模式，快
递柜有多个优势，第一是标准化产
品，可以连接各个快递公司；第二
是做到 24 小时服务；第三是加入摄
像头减少纠纷；第四是价格低廉。

市场潜力
智能快递可消化我国高速增长

的巨量快递。未来我国快递业务量
猛增，而人工投递成本不断增加，继
续满足居民和电子商务快递需求，
快递柜成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智能快递柜还具有很强的扩
展性，成为高价值的社区入口。业
内人士认为，以京东为例，可以增
加冷藏冷冻功能，只需要 1000 元成
本就可以加一个附柜。此外，可以
利用这一空间进行销售，以小区的
大数据积累为基础，电商可以掌握
小区购买米、油等生活用品消耗并
提前配送储藏，提升了物流和快递
柜的效率和价值。

有人预测，智能快递在未来 5
年左右可产生百亿级的市场。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3 月 23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为加强
地下水超采治理，我省近期首次公
布了超采区域，面积约 4.4 万平方
公里。目前相关部门正采取多种
措施，努力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超采引发多种问题

据水利厅专家介绍，我国北
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随着近年来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下水超
采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数量众
多的漏斗区，引发了一系列生态、
地质问题。在各类地下水中，深
层承压水尤须加强保护，其恢复
需要上万年，是一种宝贵的不可
再生资源。

我 省 属 水 资 源 严 重 短 缺 地
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地下水超
采情况也较为严重。去年我省遭
遇严重夏旱，高峰期（8 月初）与上
年同期相比，平原区地下水水位
平均下降 2.1 米。记者在多地采
访发现，许多机井已抽不出水来，
一些地区陷入机井越打越深的恶
性循环之中。

超采区约占全省面积25%

根据我省此次公布的数据，全
省超采区总面积44393平方公里（全
省国土面积 16.7 万平方公里）。其
中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14195平方公
里，深层承压水超采区 27996 平方
公里，岩溶水（存于可溶性岩层的
溶蚀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又称
喀斯特水）超采区 5471 平方公里。
浅层地下水与深层承压水超采区
重叠面积 3269平方公里。

其中浅层地下水多用于农业
灌溉，均为一般超采区，深层承压
水、岩溶水则既有一般超采区也有
严重超采区。

我省一些人口密集地区水量
需求大，水源短缺，深层承压水多
被用作饮用水。

目前，郑州市区、航空港区、开
封城市中心区、商丘市中心城区、
永城市城市规划区及近郊存在深
层承压水严重超采区。郑州、平顶
山、新乡、许昌均有岩溶水严重超
采区。

全国地下水超采总面积约 19
万平方公里。

治理步伐加快

目前，我省正采取多种措施，
开展水源替代和压采工作，确保地
下水超采情况逐步得到治理。

此前，经省政府批复，我省已
划定了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
其中，郑州市区（200 平方公里）、开
封市区（33 平方公里）、商丘市区

（40 平方公里）、永城市区（6 平方公
里）已被划为深层地下水禁采区。
此外，重点基础设施周边（如高速
铁路路基两侧各 200 米）和重要文
物周边也划定为地下水禁采区。

在地下水禁采区内，除应急供
水外严禁新凿取水井,停止新增地
下水取水许可。在地下水限采区
内,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除应
急供水外，严禁新凿取水井。

去年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如期通水，年平均向河南供水 37.7
亿立方米，为地下水压采提供了条
件，到 2020年全省受水城区地下水
将实现压采 2.7亿立方米的目标。

我省 2013 年已开始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地下水使用情
况是考核的重要指标。③7

我省首次公布地下水超采区域
总面积约 4.4万平方公里

“智能快递”迎面而来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3 月 23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经教育
部、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批
准，确定河南省实验中学为空军
青少年航空学校首批承办中学，
从 2015 年起开办空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航空实验班。这也是空军在
我省设立的唯一一个“航空实验
班”，今年将面向全省招生 100 人。

报名学生需符合下列条件：
户籍和学籍均在我省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限男生），年龄 14~16 周岁

（截至当年 9 月 1 日，2015 年招收
的应为 1998 年 9 月 1 日至 2001 年
8 月 31 日出生）；本人自愿、监护人
同意；体格、心理、文化等综合素
质符合相关条件。

据介绍，4 月 1 日至 4 月 12 日，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河南省高
中 阶 段 教 育 招 生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http://zk.hagaozhong.com/）进行网
上报名。4 月 13 日至 5 月 31 日，空
军招飞机构负责对报名学生进行
体格检查和心理选拔。7 月 12 日
至 7 月 15 日为录取阶段，已被录
取学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录取。

据悉，“航空实验班”在按照
《国家课程标准》完成各学科学习
内容的基础上，将利用早操、体育
课和寒暑假开展国防教育、军事
体育、航空知识等航空特色教育
训练。

“航空实验班”毕业生的高考
志愿应首先填报空军飞行院校航
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并参加招飞
选拔检测。③6

省实验中学获批成立
“航空实验班”

近年来，柘城县着力打造规模大、竞争力强、成
长性好的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先后建起金刚
石企业 59 家。金刚石单晶年产量达 15 亿克拉，微
粉 47 亿克拉，金刚石制品 1000 余万件，一批高精尖
产品跨进了国内领先行列。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河南万克钻石工具有限公司制造的一粒直
径 1.5毫米，厚度 0.8毫米的金刚石拉丝模芯（摄于 3
月 22 日），开始用于人造心脏的金刚石球涡轴承实
验，属国内首创。

柘城人造金刚石

▲河南力量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宝石级金刚石，单晶最大可达 4毫米~5毫米，在全国首家实现了
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摄于 3月 22日）。

3月 23日，新乡市新区小学的学生们在“随手捡，不乱扔”条幅上签
下名字，争做“环保小卫士”。⑤4 赵 云 摄

我省超采区现状及治理情况

郑州市区200平方公里

开封市区33平方公里

商丘市区40平方公里

永城市区6平方公里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3 月 23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今年的大
学生创业扶持项目开始申报，上半
年的申报截止日期为 5 月 20 日，下
半年为 10 月 20 日。有发展潜力又
需要扶持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依据吸
纳就业能力、科技含量、潜在经济社
会效益、市场前景等因素，可分别获
得2万元至15万元资金扶持。

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
于进一步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
度的通知》，申报大学生创业扶持

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进驻经认定
的各类创业孵化园区，依法取得营
业执照稳定经营 6 个月以上，且无
不良信用和违法记录；创业实体的
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是取得国
家承认学历的毕业 5年以内高校毕
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含留学来豫创
业人员）；吸纳 3 人（含 3 人）以上就
业；有较好的创业发展计划和市场
前景等。

据悉，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申
报以创业园区为单位进行。③7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3 月 23
日，副省长徐济超在郑州会见波兰
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一
行，双方就加强教育与科技领域的
合作展开交流。

徐济超简要介绍了我省省情。
河南地处中原，区位十分重要，是集
铁路、公路、航空于一体的全国重要
的综合性交通枢纽。近年来，河南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寻
求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广泛合作。波
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和物流业发达，双方借助“一带

一路”战略的实施，有着广阔的合作
空间。加强教育与科技合作，对发
挥双方优势，促进双方将合作扩展
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意义重大。

塔德乌什·霍米茨基表示，他
非常看好波兰与河南的合作前景，
此次教育与科技方面的合作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波兰将积极推动与
河南在经贸、物流、文化等更广泛
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尽一份力。

会见期间，双方签署了开展高
等教育与科技合作的意向书。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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