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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8 月 10 日，
2016年“豫哈少年快乐行”红领巾手
拉手融情实践营在郑州开营。新疆哈
密市的 48名少先队员代表应邀来到
河南，与我省的小朋友手拉手结对子，
将共同度过快乐的8天时光。

今年 10岁的维吾尔族姑娘赛伊
热，是哈密市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这
是她第一次来到河南。她脸上挂着微
笑，对此次实践营充满期待。

据悉，参加此次实践营的新疆少
年儿童，来自哈萨克、维吾尔、回、汉等
民族，多数出自农牧区及贫困家庭。
活动期间，营员们将参观河南博物院、

中原福塔、郑州市科技馆、洛阳龙门石
窟、开封古城、登封少林寺等，深入感
受中原历史文化的悠久厚重和河南现
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据了解，2012 年以来，豫哈青少
年融情实践营已成功举办3次。今年
的实践营由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
省少工委与哈密市团委、少工委共同
主办，河南海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王艺
表示，希望来自新疆的少年儿童把
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和中原优秀文化
介绍到新疆，为增进两地友谊添砖
加瓦。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10日，
我省首台身份证自助取证机在郑州市
公安局丰产路分局户籍室正式启用，
申领人通过办证凭条或输入身份证号
码，并按捺手指指纹，新身份证便可从
自助机中自动送出。目前，在这里进
行身份证全程自助办理，时间仅需 3
分钟。

丰产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教
导员张郑宏表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该分局在户籍
室还推出了身份证自助拍照一体机、户
籍业务自助服务终端等设施，办证群众
可通过智能户籍系统完成照相、办证等

整个流程，无须像以前一样再到窗口排
队。整个审核均由民警在网上完成，从
照相到办结，全过程仅需3分钟。

“自智能户籍系统投入使用以来，
我分局户籍室日均户政业务量从原来
的230人次提升到280人次，办事效率
明显提升，不仅帮助基层民警摆脱了简
单的重复劳动，而且有效缓解了排队拥
堵问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助服
务。”张郑宏说，“下一步，我们将把户政
大厅升级改造为一个类似银行ATM
机操作间式的独立空间，实现办理居民
身份证的24小时自助服务，打造一个
24小时不下班的户籍室。”③7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以中共河南
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为旗帜和核
心，组建起来的一个媒体种类齐全、宣
传力量强大、经济实力雄厚、产业结构
合理的现代化报业集团。旗下拥有
《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村版》、《大
河报》、《河南商报》、《河南法制报》、
《大河健康报》、《今日消费》、《大河文
摘报》、《新闻爱好者》、《漫画月刊》、
《期货日报》、大河网、河南手机报等多
家媒体平台，以及各媒体网站、官方微
博、微信、手机报、移动客户端等综合
性发布平台，形成了一个有较强影响
力、辐射力和较广覆盖面的传媒体系。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
（包括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正式授权“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统一代为进行
对外版权合作、运营、维权等相关工
作。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为了维护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
体（包括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的
版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规
范版权合作与运营，特发布如下公告：

1.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各媒
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作品的版权，拥
有版权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作
品、音乐作品、影像作品（含固定画面
类及非固定画面类的所有作品）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2.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书面许可，不得擅自
发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包
括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的作品。

3.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获准使用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各

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的作品时，必
须清晰标注来源及作者，并不得转授
权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不得将未
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系列媒体登载的
新闻信息的来源标注为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所属媒体。

4.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获准使用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各媒
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的作品时，不得篡
改内容，摘录时不得违背文章原意。同
时,在转载网页中必须注明来源自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相应媒体,并加注链接。

5.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
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的作品进
行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
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
译、汇编等各种侵权行为。

6.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有权追究侵权者的
法律责任，要求其立即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偿损失。已经涉嫌侵权的单
位或个人应当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
权信息，并主动消除不良影响。

7.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媒体
（包括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品）欢迎
有关单位、个人与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商谈版权合作事宜，依法规
范、合理使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
各媒体（包括各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产
品）拥有版权的作品。

8.本版权公告解释权归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日

版权公告

“豫哈少年快乐行”郑州开营
48名新疆少年到河南参观交流

我省首台身份证自助取证机亮相启用

办理身份证全程只需3分钟

□本报记者 宋敏

“现在能进了吗?”“还能领试乘券
不?”8月10日上午，郑州地铁2号线紫荆
山站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当天，郑州轨
道交通公司组织的地铁 2号线试乘活动
拉开帷幕，不少市民早早来到这里，零距
离感受郑州地铁2号线的速度与魅力。

换乘、出站标识清楚明确

上午 9时，试乘活动正式开始。7点
多就从新郑赶过来的刘柯钟说，自己是通
过郑州地铁官方微信预约领票的，“以后
等2号线延长线通车，就可以直接从家门
口坐到市区了，想想就激动，今天是先来
体验体验。”

除了微信预约，从8月9日起到试乘活
动结束，每天 10:00—12:00 及 16:00—
19:00，郑州轨道交通公司还会在地铁 1
号线碧沙岗站、紫荆山站、东风南路站以
及2号线南三环站、北三环站客服中心派
发地铁2号线试乘券，每站1000张，发完
为止。

通过步梯进入地铁站台，让人感觉豁
然开朗。崭新的瓷砖、明亮的灯光、干净
的地面，装修风格简洁但不失大气。虽说
是试乘，但地铁站内的各种标识、设施都
已经到位，基本达到了正式通车的标准。

对于“路痴”来说，在地铁 2 号线乘
车、出站更容易，因为 2号线一期工程提
供了更为人性化的导向标识。比如，一进
入紫荆山站地下一层，就能看到显示1、2
号线字样的标志牌，乘客只需要跟随标志
牌上的指示，就可以准确找到自己想要乘
坐的线路；在车站站厅至通道入口处增设
了门套造型，增强号口信息，更明确地提
示乘客出口方位；同时，地面街道名称的
使用上，也增设了东西南北的方位，使出
口与街道的对应更加合理化。

既方便出行又体现文化底蕴

在地铁 2号线柳林站上车的罗大爷
带着老伴和孙子孙女坐在崭新的车厢里，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又稳又快，郑州
地铁，就一个字：中！”罗大爷还专门用手
机记录了地铁运行时间，“从柳林到紫荆

山，再到南三环，基本上是两分钟一站。”
据了解，和1号线一样，2号线也为B

型车，但在系统上有所改造：空调采用变
频空调，智能化控制，节能环保；车厢采用
双层地板，隔音降噪；头灯采用LED，免维
护，寿命长。

除了敞亮大气，地铁2号线浓浓的文
化氛围也让不少市民称赞不已。据介绍，
2号线在东风路、关虎屯、东大街、陇海东
路、二里岗、南五里堡等 6个重点站设计
制作了文化墙，分别展现陶、玉、汉字、石
刻、青铜、瓷等6种文化。

据悉，此次试乘活动将持续到8月15
日，试乘范围为2号线一期工程全线16个
车站，但暂时还不能与 1号线进行换乘。
预计未来几天，将有两万多名郑州市民参
与这次活动。市民在试乘过程中，还可以
对 2号线的运营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
议。②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10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获悉，三门峡警方开出我省首张
反恐罚单，三门峡市陕州区男子申某在网络
上传播暴恐视频，被警方行政拘留10日。

近日，三门峡警方网上巡查发现，今年
3月份以来，一网民通过腾讯微云下载了
一段内容为外国恐怖分子斩首的视频。警
方调查发现，网民申某系三门峡市陕州区
人，今年55岁，申某于2014年通过网络下
载观看该恐怖视频后，觉得很刺激，便将该
视频上传至腾讯微云保存，今年又多次提
供给他人下载观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申某因传播宣扬恐
怖主义，三门峡警方对申某开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并对其行政拘留10日。

警方表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各
类涉恐线索，经查证核实，确实对侦查破案
发挥作用的，警方将给予一定奖励。③3

□本报记者 马雯

8月 9日，在前往约会的路上，
路遇有人晕倒，郑州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李笑展紧急施救，度过一个
特别的“七夕节”。

当天下午，李笑展精心打扮，
只为能准时赶上和女友的约会。
18 时许，当他行至郑州市金水路
与防疫路交叉口时，金水路南侧人
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引起他的注
意。职业本能让李笑展顾不了许
多，拨开人群上前了解情况。只见
一位 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躺在地
上，脸色、呼吸都已异常。经过初
步查看后，李笑展开始对其进行心
肺复苏。一边抢救，他还一边让周

围群众给 120 急救的出诊大夫描
述病情。

5分钟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急救车和急诊医生赶到现
场。怕医生给患者一直做心肺复
苏太累，李笑展再次跪在地上抢着
上手帮忙。直到与医护人员一起
将生命体征已开始平稳的患者抬
上急救车，李笑展才默默离开。

没能早点赶赴约会，李笑展没
有后悔，“女友在得知真相后也给我
点了赞，约会可以晚，但生命不能
等。”李笑展笑着说。

据了解，由于李笑展的及时有
效救治，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生命
救援时间。目前，患者正在郑大一
附院接受进一步治疗。③6

导向标识人性化 站点设计“有文化”

郑州地铁二号线首秀获赞

三门峡警方开出
我省首张反恐罚单

男护士七夕节路遇有人晕倒

约会路上不忘救人

市民在郑州地铁2号线车厢内拍照。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聂冬晗 摄

几位外国朋友受邀试乘郑州地铁2号线。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日前，当中储粮安阳直属库负责
人得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西
小寒村的田开金老人售粮不便时，立
即安排延伸收购服务车前往他家中帮
助售粮。

田开金老人与老伴儿都已70岁，
家里种了8亩地，每年小麦的产量都在
8000斤以上。按照两人的年龄，已经
不适合再干重活了。可是，他们的儿子
在建筑工地打工受伤后，也不能干重
活。每年收麦、卖麦还得靠老两口。收
麦好说，有收割机，卖麦子可难为老两
口了，要将8000多斤的麦子装袋，扛上
车，拉到收粮库点，对他们来说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得
知老人的情况后，立即上门收粮，装车、
运输、检验、过磅、入库……卖粮的整个
过程，两位老人充当了“看客”。

当天傍晚，田开金老人手握安阳
直属库工作人员送来的粮款，感动地
落下眼泪：“感谢党的政策，感谢中储

粮对俺们的照顾！”
今年夏粮受到极端灾害天气影

响，不合格率提高，为了保证当地卖粮
农民的利益，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增强
服务意识，强化服务举措，与农民兄弟
一起共渡难关。

中储粮安阳直属库主任于志刚说：
“安阳市夏粮开秤收购以来，我库积极
发挥托市收购政策执行主体作用，对质

量合格小麦做到应收尽收是最低的工
作要求。通过强化服务意识和服务举
措，让农民及时卖粮、放心卖粮、舒心卖
粮是我们更高的工作标准。”

据了解，为了避免农民卖粮难，中
储粮安阳直属库积极联合市粮食局、
农发行，分两次申报辖区符合国家收
购预案规定条件的委托收储库点，目
前，安阳辖区（含省直管县滑县）共批

复下达 2016 年托市收购库点 67个，
其中，中储粮系统直属库点8个，地方
委托收储库点59个，空仓容准备达71
万吨，为近3年平均收购量的2倍，十
分充足。为了防止“意外”，辖区直属企
业还积极做好租库准备工作，一旦出
现仓容不足现象，可开展租库收购。

为了方便农民就近卖粮，中储粮
安阳直属库还在部分乡镇统筹设立了
17个集并收购点，辖区直属企业组建
延伸收购服务车，为周边贫困群众、孤
寡老人提供上门延伸收购服务，以解
决类似田开金老人那样的乡镇农民售
粮不便问题。

为服务好售粮农民，在夏粮收购
前，中储粮安阳直属库举办了统计、结
算、质检、“一卡通”系统等业务培训，对
辖区各委托收储库点统计员、结算员、
质检员、驻库监管员等 280人进行培
训，实现流程标准化、操作规范化、过程
可视化，确保业务衔接顺畅。在收购
中，安阳辖区中储粮直属企业为售粮农
民朋友提供休息、等候场所以及免费茶

水、午餐、降温降暑药品等便民服务，雨
天为等候售粮农民提供看车、搬运粮食
等贴心服务，还安排专人现场巡回服
务，随时帮助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
周边种粮大户、粮食经纪人开展预约检
验、预约收购，避免售粮农民因质量不
合格频繁返车情况发生；开展售粮车辆
发号预约服务，安排专人负责维持售粮
秩序，引导群众规范有序售粮。在收购
高峰期，通过增加机械设备、增设入粮
通道、延长卸粮作业时间，保证售粮车
随到、随检、随卸，提高入库效率，尽最
大可能缩短农民售粮时间。

为了让农民在售粮过程中不受或
少受损失，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加强保管
技术指导，选派专业保管人员深入到粮
食经纪人、种粮大户及农户中间提供粮
食保管技术指导，减轻保管环节的二次

损失。同时为农民提供销售信息，对其
质量不达标的粮食，联系其他收购主体
帮助销售。根据今年辖区新收获小麦
不完善粒指标偏高的实际情况，中储粮
安阳直属库有效发挥中央企业的担当
与责任，会同粮食部门、农业部门联合
开展小麦质量调查，将辖区小麦质量形
势及时向当地政府部门和上级单位反
映，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最大限度收购
农民手中粮食，减少农民种粮损失。

“收麦时的大风大雨曾经让我心里
凉半截，以为今年的粮食不好卖了，没
想到安阳直属库的服务这么到位，好粮
食他们都收了，剩下的他们帮我联系了
一家酒厂，也都全部卖出去了，今年的
收入我们相当满意！”采访中，来自滑县
的一位产粮大户说。言语之间，他对中
储粮安阳直属库充满了谢意！

增设延伸收购点 缩短农民卖粮时间 帮农民减少损失

这些服务让农民对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充满谢意

安阳直属库延伸收购服务，上门帮助困难农民售粮

央企担当 中储粮攻坚夏粮收购 ①

李笑展在为晕倒路人进行心
肺复苏。⑨2 杨步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