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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8月 1日起，
我省高速公路正式实施货车分时段差
异化收费。8月2日，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从 1日 22时正式实施到 2
日 6时，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货车总流
量为 62221辆。其中享受 9.5折优惠
货车 61835辆，优惠 74.49万元，享受
9折优惠货车386辆，优惠0.53万元，
共优惠75.02万元。

“从首日数据来看，受大范围降雨
影响，车辆总数较前日同时段减少
190辆，减少0.3%。影响货车司机朋友
出行的首要因素是天气。同时，货车
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使用量偏
低，也仅占总量的0.62%。”省交通运输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开始和结束两个时间点，除二广高速
豫鄂省界站因收费站扩建工程，车辆通

行缓慢外，全省高速公路没有出现严重
拥堵现象。

据了解，在首日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时段，货车主要集中在京港澳高速、
连霍高速、大广高速、宁洛高速，货车
出口交通量前10名的收费站分别是：
连霍豫陕省界站、平原新区东站、京港
澳豫冀省界站、南林豫晋省界站、三门
峡东站、京港澳豫鄂省界站、沪陕豫陕
省界站、晋新豫晋省界站、济广豫皖省
界站、郑州圃田站。通过数据分析，货
车流量高峰时段是 22：00至 23：00，
行驶车型主要为大型货车，占本时段
货车交通量的77.94%。

据了解，从8月1日开始一年内，在
每日22时至次日6时期间驶离我省高
速公路收费站口的货运车辆，都将享受
9.5折优惠，对持有我省ETC卡的货车

实施9折优惠。其余时段仍按现行收
费标准执行。该项政策实施后，以京
港澳高速和连霍高速为例，初步测算，
这两条最繁忙的大通道每年能为通行
的货车优惠超过7亿元，全省高速公路
预计每年优惠额度超过10亿元。

在政策实施前，我省高速公路运
营管理单位对所有收费人员进行了培
训，确保准确理解政策、熟练掌握操作
技能，保证让所有符合规定的货车享
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在政策实施之
初这几天，路政保通人员全员上岗，合
理科学引导车辆，确保高速公路和收
费站口的畅通；在政策实施时间段，站
口车道全部开启，复式车道全部启用，
实行客车、货车分区域快速行驶。

近年来，我省为推动物流业降本
增效、加快现代交通物流发展采取了

多项优惠措施：实行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2016 年减免通行费
27.4亿元；对甩挂运输货运车辆实行7
折优惠，对邮政车辆实行5折优惠；对
使用ETC的客车实行 9.5折优惠，对
使用ETC的货车实行9.9折优惠。所
有优惠措施合计每年减免货车通行费
超40亿元。

对于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下一
步，省交通运输厅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加
密ETC车道，扩大ETC覆盖面，进一步
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同时，研究探
索对通行“三山一滩”等贫困地区高速
公路的货车实行更大的优惠政策，加
快推进高速公路多路径精确拆分工
作，研究针对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
辆、冷链运输车辆、多式联运运输车辆
等通行高速公路的优惠措施。②9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宋红胜

8月1日，我国首台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电脑导向三臂凿岩台车在
新乡下线，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空
白。

该设备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简
称中铁装备）自主研发设计，下线当
天，该设备即被运往郑（郑州）万（重庆
万州区）铁路项目施工现场。

弥补了目前同类设备的
缺陷和不足

“当今隧道开挖施工方法，主要有
盾构法和钻爆法。”中铁装备专用设备
研究院院长邢泊告诉记者，钻爆法是

传统的隧洞施工工法，通过在岩体上
钻凿炮眼，装药爆破，达到开挖目的。
钻爆法在我国山岭隧道及地下空间开
发中占主导地位。凿岩台车，是以传
统钻爆法开挖隧道的关键设备，常见
的有全液压三臂凿岩台车和全电脑三
臂凿岩台车。

“自主研发生产电脑导向三臂凿
岩台车，这不仅是中铁装备第一次涉
足该技术领域，也是国内行业首次涉
足。”据邢泊介绍，郑万铁路项目地质
情况复杂，施工环境恶劣，对设备的功
能要求很高。

中铁装备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
制，对市场上的全液压三臂凿岩台车
进行了技术升级与功能拓展，解决了
全液压三臂凿岩台车和全电脑三臂凿
岩台车的众多缺陷，使新设备具备数

据采集、设备检测、信息传输等功能。
据介绍，这台设备配备了全球领

先的电脑导向系统，实现了数据传输
和备份。钻孔作业时，该设备能够根
据地质情况变化，优化下一循环钻孔
参数，形成地质报告，辅助建立隧道大
数据地质库；通过激光扫描系统确定
台车坐标，精确完成布孔计划。

效率提高1/5，成本降低1/3

为提高定位准确度和凿岩效率，
该设备还配置了手动先导控制系统。
施工时，该设备可将隧道线及多种断
面布孔图，提前输入至台车电脑系统
中，减少常规作业人工画点工序。司
钻人员可对照电脑屏幕布孔图实施钻
孔作业，既提高了钻孔精度（达到±5cm），

又提高了整体作业效率。
“由于省去画点工序，施工效率提

高了1/5左右。”邢泊告诉记者，以90平
方米断面为例，之前完成钻孔及准备作
业时间约3.5小时，使用电脑导向台车
用时2小时40分钟至3小时。

此外，中铁装备自主研发生产的
电脑导向三臂凿岩台车的成本远低于
进口设备。一台进口全电脑三臂凿岩
台车，价格需要1200余万元，而该设备
仅需800万元左右，成本降低了1/3。

该设备的可维修性也大大增强。
该设备电脑导向系统与电液控制系统
既兼容又相互独立，两者的故障诊断
与排查互不干扰；管路、电路均统一编
号，合理布局，使维修更方便、快捷；因
为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该设备
的维修成本也得以大大降低。②9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2日，记
者从省农业部门了解到，台风海棠给我
省带来的短时强降雨，让我省农田旱情
得以缓解，有利于玉米等秋作物生长。

7月 31日起，受台风海棠残余环
流北上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一
轮强降水。省农技推广总站有关技术
负责人介绍，当前，我省中部地区玉米
正处于抽雄散粉期，南部地区玉米已

进入授粉阶段，正是需要大量水分的
时候，这轮降雨对玉米生长帮助很大。

省农科院相关专家表示，此轮降雨
可谓及时雨，使我省部分地区的旱情得
到明显缓解，对玉米等秋作物生长极为
有利。从目前的降雨量看，尚不能对我
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构成威胁。个别降
雨量相对集中的地方如果出现田间积水，
应设法排涝，以免影响庄稼生长。③7

□本报记者 李林

从热闹的上线运营到陷入“名存
实亡”的尴尬境地，自去年8月 1日至
今，“郑州约车 95128”官方叫车平台
用一年的时间走完“冰火”两重天。一
次“帮助传统出租车转型升级、提高出
租车市场竞争能力”的探索基本宣告
失败，引发众多关注者的思索：在“互
联网+”时代，城市管理该如何顺时应
势主动转型，把好事办好？

从“30万”的期待到乏
人问津的窘境

去年8月1日，郑州约车95128上
线试运营，共有微信、APP、电话以及智
慧站牌4种叫车方式。“在滴滴、易到等
网约车强力冲击的市场大环境下，
95128被誉为帮助传统出租车转型升
级、提高出租车市场竞争能力的披荆斩棘
者。”郑州市客运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

95128上线首月成绩喜人：平台注
册司机超过1.7万人，注册乘客6万余
人，郑州出租车平均空驶率较前期下
降了17%，相关负责人曾预计下载量

可达30万次。
但是，时隔一年，局面大异。“不用

95128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很少有
乘客叫单。”8月2日，记者听到不少出租
车司机用相同的口吻“宣布”了对95128
的弃用。同时，多数市民表示对这种叫
车方式并不了解。

好事为何没有好成效

“95128 平台是在管理信息系统

的基础上研发，目的是帮助传统出租
车转型升级，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提高
出租车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郑州市
客运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阐明了平台始
建的初衷。但为什么有了好的出发点
却没有好的收效？

“平台在使用和推广中都存在不少
问题，缺乏专业、长效、完善的管理与运
营。”出租车司机白师傅说，自己在使用
95128时就多次遇到过接不到单或接
到单但定位不准找不到人等问题。

“在95128出现之前，一些社会化
的网约车平台就已经具备了网约出租
车的功能，而且在资金、技术、运营等
方面优势明显。所以95128从诞生之
日起，就显得较‘弱’。”网友“光火时
代”认为，在市场上已经有成熟的技术
和管理的前提下，城市管理部门应该
把相关功能放手交给市场，自己专注
做好制度架构的制定、管理与监督。

“互联网+”时代管理探
索不能止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郑州
约车 95128 一年时间过山车般的经
历，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在“互联
网+”时代，依靠专业大数据支撑的线
上运营市场，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新
的管理问题与挑战。

“95128的遭遇不仅是‘互联网+’
时代的一个现象，也是向城市管理者
提出的一个具有共性的挑战性问题。”
省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认为，尽管目前
95128遭遇尴尬，但仍为转型期中探
索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做出了有益
尝试。②8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之甜 王辉）8 月 2日，记者从安钢
集团获悉，该公司7月份实现利润3亿
元，为建厂以来单月利润历史最好水平。

从 7月初开始，安钢抓住市场回
暖的有利时机，强化“三炉三机”生产
模式管控，克服高温雨季汛期等不利
因素，全力增产增效。铁前系统以高
炉为中心，突出“稳产、高产、低成本”，
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强化“四位一体”
管控模式；钢后系统以销售为龙头，大
力优化资源配置，以效益排序为标尺，
把资源向高效产线、高效品种倾斜，重
点抓好产品结构调整、高效市场开拓

等工作，全月重点品种销量达 23.8万
吨，创历史最好水平，汽车钢、高强板、
管线钢、高线、型棒等产品销量均实现
新突破。

生产过程中，安钢始终坚持“不环
保不生产，先环保再生产”，所有环保
装备全部做到稳定达标排放。自8月
1日开始，安钢在内部实行特别排放限
值的标准，对各产线、各工序以及所有
涉及限制排放的污染点进行排查，确
保9月30日满足环保部对京津冀“2+
26”城市实施的大气污染物特别限值
排放要求，做到了环保治理、经济效益
的同步提升。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月 2日，
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1日到 2日我省多地降雨，局部地
区出现暴雨，全省无汛情发生。

8月 1日至 2日，我省普降小到中
雨。8月2日8时至17时，全省降雨继
续，普降小到中雨，局部为大到暴雨。
降雨主要集中在新县，郏县，禹州市，
鹤壁市鹤山区、淇滨区以及林州市。

截至2日 17时，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无
汛情发生。

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规
定，省防指已从 8月 1日 18时起启动
全省防汛Ⅳ级应急响应（防汛应急响
应共分四级，Ⅳ级为最低级别）。各级
防汛责任人已上岗到位，相关部门密
切监视雨水情，全力以赴迎战可能发
生的暴雨洪水。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窦妍）
8月 1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当天我省黄河滩区 5531亩宅基地 A
类复垦券均以熔断价每亩 30万元成
交，收益 16.59亿余元，此举将有力助
推我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据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7月 31日至 8月 1日，我省推出今
年第二批宅基地 A类复垦券，520家
房地产企业踊跃报名申购，此次推出
的5531亩宅基地A类复垦券，共111
个标段。

此次推出的宅基地 A 类复垦券
均来源于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后腾退
的节余指标，涉及濮阳县、范县、台
前、兰考、封丘 5个县，其收益将惠及
滩区迁建群众1万多户5万多人。

据介绍，和前两次相比，此次交易
规则有所变化，即在竞买人申请购买
时，明确是否同意接受熔断价成交，若
申购企业同意接受熔断价成交的拟竞
买总面积大于本次交易的总面积，不再
进行网上竞价，直接进入摇号环节。8
月1日，省国土资源厅通过现场直接摇
号，最终确定105家房地产企业为竞得
人。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说，今
后 3年我省要完成 24万滩区群众迁
建任务，涉及人口多、资金需求量大，
任务非常艰巨。我省把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产生的节余指标纳入省域内
A类复垦券交易范围，为滩区居民迁
建开辟了重要筹资渠道，有力助推了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③4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实习生 孙
若旸）8月 1日上午，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又多了一个亮眼的招
牌，该所国家引进外国智力成果示范
推广基地揭牌。

建立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是引
进国外智力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
我省仅有7个国家引进外国智力成果
示范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建设的桃砧木无性繁殖技术与
工厂化育苗基地，重点针对我国桃产
业中无性化砧木的快速繁殖及工厂化
育苗技术进行示范应用，解决了苗圃

规模小而多、苗木良莠不齐等问题，提
升了我国桃砧木生产技术水平和果园
标准化建设，在桃树“根”上推进我国
桃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优化布局，
被国家外专局批准为国家引进外国智
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我们已经跟日本、美国、西班牙
等国家的大型苗木生产公司开展了合
作交流。下一步将依托国家引进国外
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这个高端平
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形成工厂化育苗技术体系。”该基
地负责人王力荣博士称。③4

强降雨缓解我省旱情

省内主要河道水库未出现汛情

安钢集团7月份盈利3亿元
单月盈利创历史新高

助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5531亩宅基地A类复垦券
以熔断价成交

我省新增一个国家级
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我省高速实施货车夜间通行优惠首日

6万多辆车享75万元实惠

我国首台电脑导向三臂凿岩台车在新乡下线

郑万铁路隧道开挖将使用新利器

郑州约车95128缘何陷入尴尬？

相关新闻

8月 1日，员工在宝丰县一家
汝瓷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作。

近年来，宝丰县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大力推进汝瓷文化
产业发展，开拓汝瓷的消费市场。
目前，全县拥有汝瓷生产企业和作
坊60余家，年产汝瓷20余万件，
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富民产
业。 新华社发

汝瓷兴 宝丰富

8月2日，项
城市王明口镇闫
湾村村民马闫峰
正在给肉兔添加
饲料。该镇采用
“养殖大户+贫困
户”的模式，发展
肉兔养殖业。目
前，当地肉兔年
出 栏 量 500 万
只，产值 1.8 亿
元。⑨6 王洁
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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