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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3 月 29
日，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今年我
省兵役登记工作将于 4 月 1 日展
开，全面推行网上登记。适龄青年
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填写个人基本
信息进行登记和报名。截止时间
为 6 月 30 日。

根据《河南省征兵工作条例》
规定，普通高等院校在进行新生
学籍及在校生学年学籍电子注册
时，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在学生毕业离校时，应当查验学

生兵役登记情况，没有登记的，应
当督促学生登记。

常住户口在河南省范围内、今
年 12月 31日以前年满 18周岁的男
性公民须进行兵役登记。12月31日
前年满 17 岁未满 18 岁的男性高中

（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本人
自愿应征的，也可进行登记。初中
毕业年龄在 20周岁（含）以内、高中
毕业在 21周岁（含）以内、大专毕业
在 23周岁（含）以内、本科及以上毕
业在 24周岁（含）以内的男性公民，
都须进行兵役登记或核对。③6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许晓波）3 月 29 日，河南省心血管
疾病临床研究与质量控制院士工
作 站 揭 牌 仪 式 在 省 人 民 医 院 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省卫计
委、省科技厅、省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共同为院士工作站揭牌。

胡盛寿院士从事心血管外科
专业 20 余年，在冠心病外科、瓣膜
外科和先心病外科有极高的学术
造诣，是我国 973 首个有关先天性
心脏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首席科学家。该院士工作站

将为全省乃至华中地区的基层心
血管专业医师提供更高的工作平
台，为我省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治提
供更多指导与建议，使全省心血管
疾病临床研究与质量控制工作迈
上一个新台阶。

河南省人民医院是我省最早
设 立 心 血 管 专 科 的 综 合 医 院 。
2014 年 12 月，省政府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签订合
作协议，依托河南省心血管病医院
共建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打造
国家级专科区域防治中心。③7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3 月 28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
省将多阴雨天气，周内有两次冷
空气影响。本周西部山区和北部
的平均气温为 7℃～9℃，周内极
端气温为 2℃～4℃，其他地区周
平均气温为 9℃～11℃。

具体来说，本周二到周四，全
省将出现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其
中黄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
雨。到周末全省有 4 级左右的偏
北风；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小雨天气
过程，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
雨。③9

本报讯 （记者郭 戈）3 月 29 日，
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悉，2 月
份我省全社会用电量达 203.14 亿千瓦
时，同比减少 10.28%；全省发电量 188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4.15%。

分行业来看，2 月份，全省第一产
业完成用电量 3.22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5.76%；第二产业完成用电量 145.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4.18%；第三产业完
成用电量 20.3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82%；全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34.2 亿
千瓦时，同比减少 31.13%。

值得关注的是，有色金属行业、黑
色金属行业和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行
业 2 月份用电量均有所下降，分别同
比减少 6.2%、20.22%和 25.94%。

“全省 2 月份的发电量中，水电同
比增加 45.93%，达 11.06 亿千瓦时；火
电同比减少 16.95%，达 173.7 亿千瓦
时；新能源同比增长 44.42%，达 3.25
亿千瓦时。”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③9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3 月 29
日，记者从省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
心了解到，2 月份，涉及居民服务
的消费投诉位居服务类投诉之首，
投诉量为 254 件，占服务类投诉量
的 18.97%。其中，预付式消费成
为居民服务方面的投诉热点，消费
者办理储值卡后，遭遇服务质量
差、商家搬迁、不履行承诺等问题，
想退卡成了难事。

针对预付式消费可能存在的
风险，省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预付式
消费卡(券)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购买前应多看，多选。
充分了解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和信
誉，尽量选择规模大、信誉高、经营
良好的企业。

其次是在购买时应仔细了解
有关规定，最好签订书面消费合
同。

最后是在使用过程中，面对霸
王条款要坚决说“不”，及时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③7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3 月 28 日，驻马
店市召开全市环境保护工作大会，贯彻落
实 3 月 25 日国家环保部因平舆县环境管理
不到位问题公开约谈驻马店市人民政府会
议精神，要求全市上下深刻反思，坚决整
改，打响全市环境整改攻坚战。

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在会上指出，
环保部的约谈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和警
醒，要正视问题，诚恳接受，积极面对，化
危为机，坚决整改。要深刻反思。反思过
去是否真正树立了科学发展意识、各级党
委政府是否真正重视环保工作、各级环保
部门是否坚决履行了职责、企业法人和公
民是否真正树立了生态环保意识，用思想
上的自觉推动行动上的自觉，真正把环境
保护工作重视起来。要坚决整改。迅速
开展全方位环保工作大检查，依法依规关

停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坚决追究造成严
重污染的企业法人和监管部门的责任；制
订科学的行动方案，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
烈的环境问题；加大环保基础建设投入，
完善城区和企业治污设施；结合省委“三
严三实”要求，在全市开展科学发展观大
讨论。

会议要求，4 月底前，平舆县政府要对
辖区内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皮革企业坚
决依法予以彻底取缔关停；对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环保准入条件但存在环境违法行
为的依法予以严肃查处，限期整改到位；把
皮革工业园区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工
作，摆上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做好
取缔关停企业的善后处置工作，维护好社
会稳定。

会上宣布了市、县纪委对平舆县环保

管理不到位有关责任人处分的初步意见：
责令平舆县委、县政府向市委、市政府写出
深刻检查，对平舆县委书记王兆军、县长张
怀德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平舆县政府分管
工业和环保工作的副县长杨丽行政记大过
处分；给予平舆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分管环保工作的副主任霍林行政降级处
分；给予平舆县环保局副局长胡超峰行政
降级处分；给予平舆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
队大队长阮淑娟行政降级处分；给予平舆
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皮革园区中队中队
长李东山行政降级处分。

据悉，驻马店市环保大检查已全面展
开，全市上下决心硬起手腕，迅速行动，突
出重点，强化措施，确保环保部约谈提出的
整改要求按时完成，扎实推进各项环保工
作落实到位。③6

这几天，去乡下踏青的人发现，县城和
乡村也出现了堵车。

3 月初，央视发布的国民经济生活大数
据似乎佐证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原本专属
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已经开始向小城市蔓
延，拥堵问题已经不再只是大城市病，也成
为小城市的“大病”。

在春节期间，人们的感受更为明显。网
上广泛传播的多篇 2015 年春节返乡日记中，
都记录着鲜活的堵车情节。县城和乡村的
堵车有多严重，出现堵车的原因何在，建设
者和管理者又该如何应对？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走访。

堵车：县乡交通出现了城市病
还是从春节说起。不少人盼着返乡过

年，好好撒一把欢儿，也再体验一下乡愁。
但现实似乎故意开了个玩笑，让人把“堵车”
也带回了老家。

记者老家所在的南召县，属于国家级贫
困县，经济发展落后，县城规模也比较小。
记忆中，县城里的私家车没有几辆。今年回
家却发现，满大街的私家车，将县城堵得水
泄不通。

县城主干道叫人民路，从南到北不过 4
公里，春节期间几乎天天堵车。开车走一
趟，经常需要半个小时。最堵的一次，记者
在一个岔路口被堵了 30 多分钟。以至于到
后来，出门干脆放弃开车。

不光县城里堵，出县城的道路也堵。正
月初三，是走亲戚的时间。出县城不到 10 公
里，到达“白河店大桥”处，汽车排成了长龙，一
公里长的桥面变成了停车场。等待一个多小
时，记者挪了不足 200 米。后来才知道，因为
两辆车发生事故长时间占着道路，导致当天堵
了两个多小时，近千辆车出行受到影响。

上网发现，记者的遭遇绝非个案。春节
期间，全国多地网友都在吐槽县城和乡村也
出现了堵车。网上疯传的《一个新闻民工的
返乡手记》中，生动地描写了邓州某乡村的
堵车场景：“在村小学一百米外，村村通公路
在小河边折了一个大概 120 度的弯。春节几
天，这个弯经常堵车。最长一次堵了有 300
多米，连电动车都挤不过去。”

另外一篇非常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

笔记》中，则描述了湖北某县城被围得水泄
不通的场景。实际上，从 2010 年开始，南方
一些乡镇就曝出堵车的新闻。而近两年，包
括四川、贵州、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的乡村也
频频出现堵车现象。县城和乡村堵车，已经
成了普遍问题。至于堵到什么程度？“一点
也不亚于城市。”不少网友说。

堵因：城市的态势 县乡的管理
一直被视为“大城市病”的堵车，缘何会

在小县城和乡村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云中认

为，中小城市和乡镇出现拥堵，一方面是机
动车辆增加较快，现有的道路设施难以满足
行车需求，另一方面在于其道路管理落后，
各种车辆混行。

南召县车管所一名工作人员分析说，最
主要的原因是车多了。2014 年，仅通过县车
管所入户的家用型轿车有 1000 多辆，实际新
增车辆远超这一数字。一个最直接的感受
是，县城也开始出现了停车紧张的情况。一
到晚上，城区部分道路两边停满了车，一些

老小区院内还得抢车位。春节期间，大量的
外地车辆涌入县城，超出了县城本身的承载
能力，堵车就在所难免。

不仅县城，乡村的车辆数也大增。前几
年，乡村道路上经常跑的是拖拉机和农用
车，这几年，私家轿车量明显增加了。鸭河
工区皇路店镇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保守估
计，全镇拥有私家车数超过 1000 辆，几乎都
是近两三年购置的。这其中，面包车和 10 万
元以内的轿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给乡村道
路通行带来不小压力。

记者实地走访中发现，乡村虽然存在着
攀比买车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有需求。很多
农民种经济作物，需要经常往镇里、市里跑，
有辆车比较方便，再加上农民收入普遍提高，
几万块钱也不是很贵，所以买的人就多了。

调查中，一些老司机说，道路及交通配套
设施落后也是导致县乡出现堵车的原因。记
者在南召县城多个易堵处发现，一些人流量、
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却没有安装红绿灯，经
常堵成一锅粥。乡村道路问题更多，一些村
村通并没有按照标准修建，宽度缩水，不少路

段仅有 3 米多宽，难以会车。加上一些乡道、
村道年久失修，影响通行，加剧了拥堵。

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对交通的管
理也相对滞后。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城和乡
村出现的堵车属于“新常态”，管理者们显然
没有足够的经验，难免有些手足无措，既没
有提前预案，也没有分流、绕行措施，遇到堵
车只能是干着急。再加上警力有限，在乡村
的一件汽车剐蹭事故，处理起来经常要等大
半天，结果造成堵车。

解堵：路要规划 人要文明
对于县城和乡村出现的堵车，记者在采访

中听到了多种声音。一些人看到的是欣喜：汽
车开始走入乡村家庭；一些人看到的是落后：
乡村道路设施差、管理跟不上；还有人看到的
是担忧：会不会像城市堵车一样愈演愈烈？

一种声音说，与城市的拥堵相比，县乡的
拥堵是阶段性的，就集中在春节那几天，没有
必要大惊小怪，总不能为了几天不堵就把道
路修得很宽吧，那样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种声音说，应该未雨绸缪，及早重
视、解决这一问题。要完善县城和乡村的道
路及配套设施，提高管理、疏导水平。同时，
还要加大对交通法规宣传，提高驾驶员文明
出行的意识，让县乡在萌芽期摆脱“堵车病”
的困扰。

央视公布的大数据似乎更支持后一种
声音。数据显示，县或县级市的受访者购买
汽车的意愿更高（15.25%），其次是省会城市

（12.68%），最后才是直辖市 12.17%。这意
味着，未来几年，县城的新车增加速度会高
于大城市。也就是说，堵车也可能成为县乡
的“新常态”。

画家、乡村规划设计师孙君认为，交通
拥堵会降低县乡的承载能力，也会消解乡村
对现代人的吸引力。要想建设“让居民看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在县乡规划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应该充分考
虑到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从源头上避免

“堵车病”成为无解的难题。③7

我省兵役登记4月1日开始

服务资讯

胡盛寿院士工作站落户省医

本周有雨气温下降

办卡请三思 充值需谨慎

预付消费成投诉热点

堵在路上的“乡愁”
□本报记者 尚 杰

调记者 查查

2月我省全社会用电量

203.14亿千瓦时

深刻反思 坚决整改

驻马店打响环境整改攻坚战

今年 1 月 20 日，由西峡爱心公益协会、爱心车友会创办的“免
费爱心早餐店”开业了。社会爱心人士自费租门店，捐款捐物 13 万
多元，向环卫工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传递爱心。

3 月 28 日清晨 5 点多，县公路局干部薛学昌和小板凳火锅店大
厨杨占强就开始给环卫工们做饭。而后，又有 10 多名公务员、幼儿
园教师、退休工人、个体经营者赶来当义工。6 点半，早餐店就坐满
了环卫工人，就餐者达 70 多人。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图① 义工们在为环卫工打菜端饭。
图② 天刚亮，早餐店就坐满收了工的环卫工人。

3月27日，电力工人正在安阳县都里镇上寺坪村对电力设备进行检测
维护。今春，国网河南安阳县供电公司启动了“服务春耕”专项活动，及时
巡查维修电力设施，确保农业生产用电需求。⑤4 毕兴世 任万清 摄

②②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有的企业
未经环保审批就开工建设，有的企业
排污超标 3 倍以上，3 月 27 日，洛阳义
安电力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因环境违
法被开了罚单。

汝州市华港陶瓷有限公司、河南
华丽美陶瓷有限公司、河南省煜晟镍
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均在汝州
市，在新建项目时，均未取得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就开工建设。省环保厅分别
对三家企业处罚 20 万元外，并责令三
家企业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待汝州市
区域限批解除后三个月内依法补办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洛阳义
安电力有限公司、河南省中联玻璃有
限责任公司和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四家企业存在超标排污的违法
行为。除要求限期整改以外，省环保
厅对这四家企业罚款 6 万至 8 万元。

濮阳龙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 台
35 吨蒸汽锅炉废气总排口自动监控设
施自去年 10 月 12 日起发生故障不能
正常运行，却未按照规定报告又未检
修就恢复正常运行，被省环保厅给予
警告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停止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自动监控设施正
常运行。③7

省环保厅处罚环境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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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王正星）3 月 28 日下午，郑州刘江
黄河大桥下，一名男童掉进黄河。
正在附近游玩的三名 90 后大学生
迅速跳水救人，最终落水儿童被成
功救上岸，22 岁大学生武耀宗却
再也没能上来，英勇牺牲。

当日 14 时 40 分，在郑州刘江
黄河大桥西侧南岸，一名 6 岁男童
玩耍时不慎落入水中。现场目击
者程先生说，当时他也在这一带游
玩，忽然听到有人惊呼：“有小孩子
掉进河里了！”在黄河边游玩的河
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武耀宗、
河南农大学生李二阳飞奔到岸边，
纵身跳进水中，与跳入河中的男童
父亲一起展开营救，李二阳很快将
男童救出，然而武耀宗却不见了踪
影。看到男童父亲在水中已精疲

力尽，河南警察学院学生潘东东跳
入河中救起了男童父亲。

29日下午，郑州市红十字水上
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告诉记者，

“接到求助后，我带领 3名救援队员
赶往事发地，经过一天多的搜寻，没
有搜寻到溺水身亡的大学生武耀宗，
又有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小伙走了。”

“想起这件事，我感到内心很
难过，责怪自己没能将武耀宗救出
来。”24 岁的李二阳含着泪说，“当
时一心营救落水男童，没想到武耀
宗会溺水。”

三名 90 后大学生跳入河中救
人的英勇事迹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特别是收获了 90 后的集体致敬：

“谁说 90后没有责任感？在危难面
前，大家都一样，出手救人，义不容
辞，你们是我们 90后的骄傲。”③6

三名大学生勇跳黄河救人
一名大学生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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