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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出彩看“三农”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 月 12
日，省公安厅和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启
动2017年全省春运道路交通安全保
障工作。

据悉，2017 年春运从 1月 13 日
开始至 2 月 21 日结束，共计 40 天。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省道路客运量
将达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1%左
右，日均投入运力将达 4.6万辆。另
外，今年春运比去年提前11天，是近
5年来最早的春运，学生流、务工流
将相互叠加。据省气象台预报，春运
期间，我省可能出现大雾、局地性团

雾天气，将对公路交通带来较大影
响。

春运期间，各地交警部门将联合
交通运输、安监部门，开展一次安全
大检查，严格春运准入制度，严禁安
全技术条件达不到要求的车辆投入
春运，严禁记满12分的驾驶人参加春
运。对非法经营、“带病”经营且拒不
整改的运输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对
超范围经营车辆、安全生产制度不落
实、动态监管流于形式的运输企业，
坚决处罚到位。大客车、旅游包车、
七座以上租赁客车将是严查的重

点。春运期间，市、县交警部门将向
全省所有长途汽车客运场站派驻工
作专班，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全天候督
促客运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1月13日零时，省公安厅正式启
动全省45个公安检查站、145个执法
服务站运行，治安、反恐、特警等警种
派驻人员联合执勤。此外，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高速交警总队将抽调100
余名民警，组成50个督导组，采取“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
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深
入重点单位、重点路段督导检查，确

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凡是

因道路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引发交
通事故的，一律认定道路经营管理单
位事故责任；凡是发生亡人事故的客
货运输企业，一律进行责任倒查。围
绕“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主题，确保
不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力争不
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不发生大范
围、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和车辆
滞留，为广大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和省
两会的胜利召开，营造平安、畅通、和
谐的交通环境。③7

本报讯（记者 董娉 实习生 袁楠）1 月 12
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2017年春运为期
40天，从 1月 13日起至 2月 21日止，其中，节前
15天，节后25天。郑州铁路局将致力打造“平安
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

据统计，今年春运郑州铁路局客流继续保持
高位增长，预计发送旅客 1370 万人，同比增长
8.5%。恰逢大中专院校放寒假，学生流、返乡流等
客流总体呈现小幅增长；节后学生、务工、探亲、旅
游流高度叠加，客流返程高峰分别集中在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乌鲁木齐等方向，
客流返程高峰日预计将出现在农历正月初六、初
七、十六、十七，预计最高日发送旅客将达50万人。

春运期间，郑州铁路局进一步提高运力保障，
图定客车量同比将增加 84对，增长 22.8%，运力
重点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倾斜；临客列车计划开
行 76.5 对，将采用基本方案、应急方案梯次运
力。作为深受广大旅客欢迎的高铁列车，夜间运
行的“红眼”高铁车也将积极适应市场需求，节前、
节后夜间开行高速动车组临客17.5对。②9

本报讯（记者 董娉）1月 12日，记者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为确保公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省交通运输厅将从加强运输组织管理、
加强春运安全、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确保
春运期间广大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围绕“便捷春运”，交通运输部门优化多种
运输方式的衔接，保障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地
铁运力，重点加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换乘站
等重要节点的运力调配，解决旅客“最先和最后
一公里”出行问题，确保城市运输通畅。目前，
已储备公路客车280辆 1.1万个座位，货车350
辆2800个吨位的应急运力。

同时，着力改善旅客候乘环境，提供网络
购票、手机购票等便捷化服务，根据大客流应
对预案，延长营运时间。依托省路警联合指挥
中心、联网监控中心等应急指挥系统，在第一
时间通过“12328”热线、“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畅行中原”平台、可变信息板、新闻媒体、手机
短信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路况信息，引导公
众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行驶路线，错时错峰出
行。②9

本报讯（记者 董娉）1月12日，记者从郑州机
场获悉，今年春运40天时间内，机场将推出多项特
色服务，在运力安排上，每周计划加班300多架次。

自今年1月 1日起，《航班正常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根据规定，由于天气、突
发事件以及旅客等非承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在始
发地出港延误或者取消，餐食和住宿费用由旅客
自理，在由于承运人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
出港延误或者取消，旅客才能享受到免费的餐食
或者住宿等服务。

对此，郑州机场表示，气象部门预报今冬气温
可能较往年偏低，如果出现了恶劣天气，将对照新
出台的《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全面梳理各项旅客服
务保障流程。机场将进一步完善大面积航班延误
应急预案，做好恶劣天气下的延误处置和旅客服
务工作，切实增进旅客对民航真情服务的获得感。

根据预测，2017年春运旅客吞吐量预计增长
15%，达到 240多万人次。为此，南航、东航、深
航、国航、海航、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增加了在郑
州机场的投放量。春运期间，郑州机场每周加班
的数量将超过300架次，同比增长7%左右。②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月12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2016年，我省围
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重大
技术创新需求，共组建“汽车零部件”

“光电信息”“无人直升机植保”等省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家。截至目
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已达92家，其中国家级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4家。联盟成员单位涵
盖1100多个省内外企业、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其中企业900余家，高等院
校70余家，科研机构130余家。

据了解，去年组建的 20家省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集中于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功能
性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资源
综合利用、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通
过联盟建设，有效推动了产学研合作

模式由短期零散式合作向战略长期
合作转变，相关成员单位围绕行业关
键共性技术开展紧密合作和协同攻
关，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提升了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河南省机器人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洛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
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洛阳中重自动
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科技大
学、郑州机械研究所等43家单位，共
同搭建产、学、研、用技术创新平台，
2016年承担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3
项，获得省财政支持经费2350万元，
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3亿多元。其
中，由洛阳中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牵头实施的“特种消防机器人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2016年订单
量达2000多台。③7

□本报记者 张海涛

中原要美，农村必须美。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同时，我省大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把乡村建
设成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补齐乡村短板
淇县庙口乡贺家村是一个傍着淇

河的宁静小村。1月 12日，记者在这
里看到，村中的垃圾统一收集处理，加
上其他环境治理措施，村子干净整洁。

贺家村的变化源于我省实施的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2014年，我省下发《关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保住房安
全、保饮水安全、保用电安全、净化环
境、硬化道路、美化村庄为重点，以建
设宜居村庄为导向，有序推进全省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

今年，我省在人居环境改善上继续
发力，实施了《河南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由过
去单一的净化整治向全面治理转变，把
农村畅通、环境净化、乡村绿化、村庄亮

化、农村文化五大工程作为重点发力。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推

进，一大批乡村基础设施日渐完备，村
子变得干净宜居，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永城市在农村新建水冲式公厕
172座、农户达标厕所 4120座。济源
市全市已建成农村垃圾中转站180余
座，覆盖了平原一半以上的村庄和山
区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基本建成了

“村收集、镇运输、市处理”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
乡村好环境，三分建，七分管。全

省各地因地制宜，相继探索建立了环
境管护长效机制。

一些经济基础好的地方积极实行
市场化运作，收到较好的保洁效果。
兰考县、汝州市、南乐县实现全域市场
化保洁，焦作市 62%的乡镇实行政府
购买农村卫生保洁市场化服务。

号召党员干部等义务劳动，参加
农村保洁，也成为一些地方的成功探
索。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大力弘扬传
统文化，党员带头学孝道、践孝行、献
爱心、做公益，加上村民，300多人加入

了保洁义工队伍。
各村还设立了卫生监督委员会，

对村庄卫生保洁进行监督。
如今的永城市演集镇陆楼村，大

街小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映衬着灰
瓦白墙的徽派建筑，显得宁静秀丽。
该村群众自发组成“美丽乡村建设理
事会”，理事会成员每月定期集体逐户
巡查，现场打分。

宜居也宜业
一些专家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不是
单一的卫生整治，不能脱离农民的生
产、生活孤立进行。

孟州市莫沟村如今声名大噪，吸
引着众多游客。当地依托莫沟村独特
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本着“不砍树、不
填窑、不扒房，让农村回归自然朴实状
态”的原则，对其进行生态修复、绿色

改造，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宜居乡村。
像莫沟村一样，我省各地围绕特

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其他地方特色产
业，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助力农民增
收，形成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相
互促进的局面。鹤壁秦街村、新县西
河村、三门峡“地坑院”等一大批美丽
乡村实现了宜居宜业的目标。

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相结合，也成为
人居环境改善的有效途径。一些地方
把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纳入城乡一
体化之中，在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
老保险等公共服务向农村辐射的同时，
积极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一把
扫帚扫到底”，将农村垃圾、污水治理与
城市环卫一并考虑，成效显著。

随着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步伐
的加快，万千乡村悄然变身，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的美丽画卷正在次第展
开。③5

今年春运正式启动
■春运进行时

加开“红眼”高铁17.5对 储备公路客车280辆 每周加班300多架次

宜居乡村留住乡愁

我省去年组建20家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月 12日，郑州铁路局在郑
州火车站和郑州东站开展“平安
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等系
列活动。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温暖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11日，
省人才交流中心发布新闻，为迎接春
节后人才交流高峰期的到来，该中心
将在河南人才市场举办长达14天的
招聘活动，预计将为求职者提供各类
就业岗位7万个。

作为我省最具规模、影响力最强
的招聘会，河南人才市场举办的春季
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至今已成功举
办数次。今年的春季大型招聘会将
于 2月 6日（正月初十）启幕，至 19
日结束。每天拟设展位160个，并与
18个省辖市互联互通，预计为求职者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7万个。

大会以专场招聘会和综合招聘
会两种形式为主，以名企专场、建功
产业集聚区专场、营销人才专场、中
高级人才专场、大中专毕业生专场、
行业专场及综合招聘会为服务载体，
为各类人才提供多方面的服务。

根据安排，大会首日将以河南省
2017年春季大型人才招聘暨中原地
区知名企业供需洽谈会拉开帷幕，活
动期间每日均推出新的主题招聘会，
其中行业专场包括电子商务、生物医
药、汽车、房产、银行证券、教育培训、
建筑装饰等热门行业的专场招聘会。

为更好地适应“互联网+”的发展
趋势，本次大会开启了招聘求职服务
的O2O模式，不仅有线下的面对面交
流，还借助中国中原人才网及河南人
才市场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同步信息，让求职者和招聘方实现

“现场+PC端+手机端”的快速对接。
此外，大会现场将设立人才推荐

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人才入库、工作
推荐、就业指导等一系列就业服务，
河南人才市场还将通过双微平台邀
请人力资源专家为求职者提供线上
就业指导、生涯规划等服务。③7

省人才市场春季大型招聘会
将于正月初十开幕机场公路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梁前
进）1月12日，记者从省军区获悉，国防
部征兵办公室日前下发《2017年征兵准
备工作通知》，安排部署今年征兵准备
工作，即日起征兵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国防部征兵办于日前开通了全国
征兵网（网址为http://www.gfbzb.
gov.cn），全面展开网上兵役登记、应
征报名和政策咨询工作。常住户口在
我省范围内，2017年 12月 31日前年
满 18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在 6月 30
日前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
当年年满17周岁未满18周岁的男性
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本
人自愿的也可以参加兵役登记。

省征兵办日前下发《通知》，要求
各级兵役机关会同公安、人社、教育等

部门，对本辖区内所有适龄青年进行
一次全面核查，摸清在外就学、务工经
商人员数量、所在地域、联系方式等情
况，掌握辖区内适龄青年数量、应服兵
役数量、有应征意向数量，为年度新兵
征集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通知》要求，春节前后，在广大
人武、专武和民兵干部队伍中开展

“进村入户”活动，为每名适龄青年送
去宣传征兵政策法规的《公开信》、填
写《应征报名双向联系卡》，面对面、
点对点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要运用
新媒体手段，及时推送征兵宣传信
息，并通过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单等
形式，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国防、
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的良好氛
围。③5

今年我省兵役登记工作展开

本报讯 1月12日20时50分许，
郑州农业路沙口路高架桥一处施工
中的桥面发生坍塌事故，路经此处的
79路公交车车头部位遭遇撞击受损，
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医疗及公交
等多部门已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记者了解到，事发地段位于沙口
路南向东转弯匝道，发生坍塌的立交
桥为农业路高架铁路代建段，事故系
旧桥拆除时支架坍塌引起的，支架连
同被拆旧桥一并坍塌。

初步了解，按照设计要求，农业路
沙口路交叉口原有部分匝道需要拆

除，施工方在拆除段搭设了支架，当时
正在做旧桥匝道拆锯作业，部分拆除
的旧桥箱梁放支架上时发生意外。

截止 22时 50分，事故已造成一
人死亡，两人重伤，六人轻伤。死者
66岁，男性，是铁路客运段退休职工。

目前，郑州第九人民医院拉去6
名伤者，其中两人已安排住院，一名伤
者腰椎骨折，另一名伤者膝盖骨折，另
外四人伤情较轻。目前，施工路段负
责人已被警方带走，公交车内没有发
现其他伤亡情况存在，事故原因仍在
调查当中。②27 （本报记者）

郑州农业路与沙口路交叉口
发生坍塌事故

▶铁路公安教旅客如何辨别
假车票

▼高铁调度指挥中心监控室
为旅客安全提供保障

1月11日，焦作市学生路某商店内，顾客在挑选小鸡造型的装饰品。随
着农历鸡年新年的临近，市场上各种以鸡为造型的工艺品成为抢手的热门商
品。⑨7 赵林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