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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13日，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消息，为
全面做好事故预防工作，消除安全隐
患，即日起，全省高速交警开展夜查统
一行动，加大对长途班线客车、过境客
运车辆的检查力度。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要求，各
地高速交警要逐车督促驾驶人落实

“五不两确保”措施，即：不超速、不超
员、不疲劳驾驶、不接打电话、不关闭
动态监控系统，确保乘客系好安全带，
确保乘客生命安全。凌晨2时至5时，
要加大省界站周边、山区路段、长距离
上下坡、隧道、涵洞等复杂路段的巡逻
密度，对发现的违规运行客车，就近引
导驶离高速公路强制落地休息，并在
严格依法处罚后，将交通违法行为抄
告给交通运输部门。

此外，高速交警部门将联合交通
路政、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迅速组
织力量排查辖区路段隧道入口、隧道
内、出口匝道、互通立交匝道口等重点
区域的安全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不能及时整改的，要立即增设警示
提示标志和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全
力做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
作，严防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和重大安
全责任事故。③5

又讯 8月 13日，省公安厅高速交
警总队发布隧道行车安全指南，提醒广
大出行者在行经隧道时须特别注意，做
足做好防范措施，以免发生意外。

如何平安地穿过隧道？高速警方
提醒：一是提前减速，建议进入隧道前
100米时减速行驶；二是拉开车距，刚
进隧道时光线骤然变暗，很多人会下
意识地轻点刹车，此时容易追尾，前后
车最好拉开足够安全的距离；三是莫
开远光灯，进入隧道要开启车灯，但不
要开远光灯；四是严禁超速和超车，不
要变更车道，驶出隧道后迅速提速，以
免给后车造成危险；五是遇故障应到
安全区等待，如果车辆在隧道内出现
故障，应及时设置好警示标志，人员尽
快撤离，到安全区域等待，切勿自行下
车维修。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8月 13日，新乡市民张先生用社
保卡通过中国银行的自助取款机取了
500元钱，“我的工资都是发到社保卡
的金融账户，社保卡没有年费、小额管
理费等，跨行存取款还免收手续费。”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 7月底，全省已发行“一
卡多能”的新版社保卡 7466万张，各
地社保卡累计开通9大类102项业务
应用。

记录一生 服务一生 保障一生
目前，我省社保卡金融账户激活

率达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张
小小的卡片，承载着省委、省政府一系
列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可以对老百

姓“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
省人社厅电子政务中心主任王孝

礼介绍，社会保障卡的具体功能可以
概括为“3、6、9”几个数字：“3”是植入
持卡人员 3层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等身份基础
信息，卡号、识别码、发卡日期、激活应
用状态等社保卡基本信息，以及经办
业务信息；“6”是重点开发6项基本功
能，即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
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金融支
付；“9”是提供人社领域 9大类服务，
即就业、社会保险公共业务、养老保险
待遇业务、医疗保险待遇业务、工伤保
险待遇业务、失业保险待遇业务、生育
保险待遇业务、人事人才、劳动关系。

在全省不少地方，通过人社部门的
网上办事大厅、自助服务一体机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服务渠道，持卡人可
以自主查询个人的参保状态、权益信息
并办理相关业务，这让群众对自己的权
益了然于胸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来回
跑趟、在窗口排长队的现象。

我省已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异地就
医即时结算全覆盖，参保人员在异地
住院治疗时，可以使用社会保障卡即
时结算，解决了老百姓报销周期长、垫
付资金多的问题。

有望凭社保卡乘高铁坐公交
“以前去哪个医院看病都得先办就

诊卡，现在我手里就诊卡都有十几张。”
家住登封市峰乐园小区的周女士说。

如今，登封市的持卡群众提前享
受到了社会保障卡替代就诊卡带来的
便捷。在登封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给记者演示了用一张社保卡完成门诊
就医拿药的全过程，真正实现社保卡、
银行卡、就诊卡“三卡合一”，并且做到
社保与金融“一次插卡，两个结算”，方
便了患者。

这是我省创新服务模式、拓展社
保卡应用范围的一个缩影。郑州市人
社局数据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社会保障卡应用
还将逐步扩展到民政、卫生、财政、交
通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一卡多
用、全省通用”，最终实现全国一卡通。

据悉，社保卡的身份识别应用也
正在我省部分博物馆、图书馆推广开
来，将来有望实现凭借社保卡乘高铁、
坐公交。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河
南要发行社会保障卡8816万张，覆盖
93%以上的常住人口。②8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盛志国

这段时间，邓州市桑庄镇田营村
68岁的田西刚老汉的开心事不少，最
让他开心的是去市里参加颁奖大会。
8月1日，邓州市对全市脱贫致富典型
进行表彰，田西刚被评为“脱贫之星”。

一辆崭新的、挂着“脱贫光荣”牌
子的电动三轮车停放在田西刚的小
院里。“现在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政府还奖给我这辆电动车，以后卖豆
腐更方便了。”8月 12日，田西刚抑

制不住自豪和喜悦。
两年前，田西刚的妻子因病去世，

留下三万多元的债务。“屋漏偏逢连
阴雨”，儿子患了精神病，儿媳妇撇下
孩子远走他乡。“一家的生活全靠我
一个人，儿子需要照顾，还要种地养
家……”回想起来，田西刚眼泛泪光。

2015年，田西刚的生活出现转
机。来田营村驻村的邓州市环保局
扶贫工作队队员李光申在走访中了
解到，老田是勤快人，关键是缺技术、
没挣钱的门路。镇里实施到户增收
项目，给田西刚发了4只羊，李光申鼓

励他下工夫把羊养好。在田西刚的
精心喂养下，他家的羊发展到十几
只，去年卖羊挣了3000多元。

李光申听朋友说有做豆腐的设备
要转让，他想，如果老田在家里做豆
腐，既能挣钱又不耽误干农活，豆腐渣
还可以喂羊。他和老田一商量，两人
一拍即合。李光申垫钱帮老田买了设
备，送他到镇上学习制作豆腐的手
艺。去年10月，田西刚的豆腐作坊开
张了，生意好时一天能卖300多元。

驻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多次进村
入户为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计划。镇

里还组织农业专家来村里开展雨露计
划培训班，给村民讲解种植花生、玉米
的技术。在掌握相关政策和技术后，
老田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他经常
说，自己有手有脚，戴着贫困帽子等、
靠、要，脸上无光，自力更生脱贫才光
荣，只要勤劳肯干，就能脱贫致富。

“我去年流转了15亩土地，今年
种了花生和玉米；农闲时卖豆腐；羊越
养越多；在村里干环卫工，每月有600
元工资。去年扣除各种花销，净收入
有三万多元。感谢政府和帮扶人员，
让我摘掉了贫困帽。”老田说。③5

记者 8月 13日从公安部获悉，公
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新
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式样有什么创新和特点？在全国
推广应用的进度安排如何？公安部交
管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详解。

2014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要求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应用，并明确对新能源汽车实行差异
化交通管理政策。为贯彻国务院要
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新能源汽车
实行了分类登记、分类管理。自2016
年 12月 1日起，上海、南京、无锡、济
南、深圳5个城市已率先试点启用新能
源汽车专用号牌，下一步公安部决定
在全国全面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2017年11月起，在前期5个试
点城市推广应用基础上，增加河北保
定、吉林长春等10个城市启用新号牌；
2017年12月底前，除直辖市、省会市、
自治区首府市启用外，各省（区）至少还
有1至2个城市启用新号牌；2018年上
半年，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新号牌。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外观式样上主要有4个变
化：一是突出绿色元素，体现鲜明特点，
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渐
变绿色，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
采用黄绿双拼色。二是增设专用标识，
展现电动特色。三是号牌号码升位，增

加号牌容量。四是改进制作工艺，提高
防伪性能。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工本
费不变，仍执行现行国家规定的普通
汽车号牌收费标准，每副号牌100元。

对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车主可
以直接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领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申领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的条件、程序和要求，与普
通汽车号牌相同。车主可以直接到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也可以通
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或“交管12123”手机APP预先选定号
牌号码，再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
登记。已经领取普通汽车号牌的新能
源汽车，车主可自愿换领新能源汽车
号牌，也可继续使用原普通汽车号牌。

据介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为
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申请人提
供多种服务措施：一是开通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业务绿色通道或专门窗
口，提供延时或周六日换牌服务。二
是提供现场制作号牌和邮寄号牌两种
服务方式供群众选择。三是开通服务
咨询电话，为群众提供咨询导办服务，
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对已
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车主开展一对一的
告知提示。四是提供现场免费安装号
牌服务。五是对公交、出租公司等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较大的企业，可以预
先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绿车牌”明年上半年全国启用
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可走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8月 13日，渑池县坡头乡不召寨
的村民正在采摘花椒。该村是贫困
村，自从引种花椒后，村民收入有了很
大提高。如今，当地的花椒种植面积
达到了2600亩，去年销售收入达800
万元。⑨7

▶村民在花椒园里采摘花椒

▼路边栽种的花椒树

花椒铺就致富路

自力更生走上脱贫致富路

我省已发行新版社会保障卡7466万张，累计开通102项业务

未来持社保卡可乘高铁坐公交

本报讯（记者 董娉）郑州机场暑期
运输连创新高。自7月底日航班量首次
突破600架次后，8月10日旅客吞吐量
首次突破8万人次，创历史最高水平。

8月13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
悉，暑期运输开始后，几十家航空公司
在郑州机场加投运力、加密班次、增
开航线。其中，8月 10日共执行航班
618架次，客运量首次突破8万人次。

近年来，河南机场集团围绕构建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国内大型航空枢
纽”目标，不断推进运营基地建设。为
提高早晚时刻利用效率以及推进航空

枢纽建设，今年新增过夜运力8架，目
前驻场运力总数达42架。今年1至 7
月份，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13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19%，首次位居中部
机场第一。

截至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
运航空公司共有 44家（其中国内 32
家、国际和地区12家），开通客运航线
173条（其中国际和地区航线22条），
客运通航城市96个（其中国际和地区
城市 16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和
东亚、东南亚主要城市以及连接温哥
华和迪拜的客运航线网络。③6

郑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破8万
前7个月客运量居中部机场首位

高速警方开展夜查统一行动

8月11日，来自欧洲的陈氏太极拳爱好者在南阳市人民公园打太极拳。⑨7
陈晓文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作8月13日顺利
结束。记者当天从省招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共录取本专
科新生72.85万人（含提前单招的高职
高专新生），其中本科新生36.67万人。

今年我省高考各类考生报名人数
为86.58万人，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统一考试的考生 71.39万人。集中录
取期间，共接收省内外2400多所普通
高校在我省招生，经过7个录取批次、
5次征集志愿，共计录取本专科新生
72.85 万 人 。 其 中 ，本 科 共 计 录 取
36.67万人，重点大学（即本科一批招
生院校）录取7.71万人，高职高专共计
录取36.18万人。

高 职 院 校 单 考 单 招 提 前 录 取
14.47万人。对口招生本科录取3458
人、专科录取1.59万人，专升本招生录
取4.23万人。

各高校在完成原定计划的同时，
纷纷向我省投放了预留计划。本科层

次共计扩招10114人。“211”以上院校
扩招 2661 人，其中“985”院校扩招
1172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大
幅增加计划，河南仍为两校京外的最
大生源地。

今年是我省实行二本、三本合批
录取的第一年，改革新政有效扩大了
考生选择的范围，提高了高校志愿满
足率，第一次出档率达到 77.75%，且
高分完成录取任务。

为助力精准扶贫，我省认真组织实
施农村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对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登记造册、
建立台账。成立专门工作组倾心关注
农村考生的录取工作，确保贫困考生每
人受关爱、够分有学上。

省招办提醒未录取考生，目前省
内少数高职高专院校招生计划仍有缺
额，缺额情况将在河南省招生办公室
官网、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填报
征集志愿时间为 8月 21日 8时至 22
日18时。②40

我省高招录取顺利结束

共录取本专科新生72.85万人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雨后凉风
阵阵，秋意渐起。上周末一场降雨让
郑州最高温度降至32℃。本周我省高
温强度和范围较上周均明显减弱。

8月13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
周前期会有2至3天35℃左右高温天气
出现，17日至18日前后会有冷空气活
动。其中，我省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

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此外，本周主要天气过程，周五到

周六（18日到19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会有一次阵雨、雷阵雨天气，南部的部
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预计周降水量：
南部20~40mm，局部50mm以上；西
北部3~10mm；其他地区10~20mm，
局部25mm左右。③5

本周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

2017年12月底前

制图/张焱莉

车主可自愿换领新能源
汽车号牌，也可继续使用
原普通汽车号牌

在前期5个试点城市推广应用基础上，增加河北

保定、吉林长春等10个城市启用新号牌

除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启用外，各省

（区）至少还有1至2个城市启用新号牌

2017年11月起

对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 如何申领？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全面推广

已经领取普通汽
车号牌的新能源汽车

车主可以直接到当地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申领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申领的条件、程序和要求，
与普通汽车号牌相同

2018年上半年 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新号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