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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9月12日，郑州市交警三大队联合
辖区办事处、城管局、单车企业，开展

“绿色骑行，共建文明”活动，倡导骑行
者文明出行。同时，组织志愿者骑行队
对郑州火车站地区乱停乱放的共享单
车进行整理。

在新增投放被按下“暂停键”后，共
享单车行业必须摆脱“跑马圈地”的粗
放式运营，迈向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共治
的新阶段。

郑州共享单车市场饱和
目前，郑州市区共享单车投放量约

40万辆。自今年年初，摩拜、ofo、酷骑
三家单车企业开始在郑州市大批量投
放共享单车。从最初的随意停放、肆意
破坏，到近期的交通事故、法律维权，共

享单车引发的话题从未间断。
郑州交警部门调查显示，共享单车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车辆乱停乱
放、车辆运营维护不到位、企业主体责
任不落实。从共享单车的投放量来看，
郑州市区已经达到饱和，影响市容市
貌、阻碍交通等问题逐渐暴露，甚至超
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承载力。

郑州市城管局与交通委要求，在相
关指导意见出台之前，各共享单车企业
暂停在郑州市区投放车辆。

政府与企业联动管理
为规范共享单车发展，近日，郑州

市交警、交通、城管、办事处等多个单
位，联合单车企业，共同治理共享单车
的停车乱象，优化共享单车区域投放布
局。

9月 13日上午，郑州市交通委、市

城管局、市公安局对摩拜、ofo、酷骑、
轻力、易购宝 5 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进行约谈，要求运营企业依托现代信
息技术，提升共享单车服务和管理水
平。

郑州市交警三大队车站中队中队
长王杨表示，目前，交警部门积极主动
对接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了火车站
地区共享单车管理联动机制，并依托交
通大数据搭建起共享单车管理数据平
台。该平台第一时间提供各个区域车
流量、区域监控视频等情况，列出共享
单车资源配置方案，督促单车企业拖移
转运、按需投放。

ofo 单车郑州区域负责人表示，
ofo单车成立了“线上+线下”运营维护
团队，并在郑州火车站重点区域安排车
辆和人员驻守，一旦发现乱停放车辆，
将迅速拖移，保证道路交通畅通。

根治顽疾需合力共治
记者在郑州市区走访发现，通过规

划停车区，一些区域共享单车乱停问题
有所缓解。但根治停车顽疾，让共享单
车骑得更顺畅、更便捷，仍需要政府、市
民和共享单车平台三方合力。

省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目
前，多个城市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这意味着共享单车行业已然从前期跑
马圈地粗放式运营阶段，过渡到精细化
运营阶段，以量取胜的时期已过去。共
享时代不能缺少共同治理，单车企业应
在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上下功夫；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共享单车的监
管，为共享单车创造更好的运行环境；
广大骑行者要做到文明骑行、有序停
放，摒弃交通陋习，增强交通安全意
识。②8

□本报记者 杨晓东

9月10日，教师节。郝海丽的手机
几乎没停止过“工作”，要么是祝福短
信，要么是远方打来的问候电话。

今年在郑州一高校上大三的杨素
珍也给郝海丽打了电话，她说，“郝老师
曾在我最迷茫的时候鼓励我，我家条件
不好，她就帮我找资助，每次都要问我
有没有困难。”

淇县黄洞乡初级中学，在八年级教
室里，班主任郝海丽鼓励孩子的标语十
分醒目：为你插一双知识的翅膀，让你
像雄鹰一样飞出大山，翱翔天空，我将
永远留巢守望!

郝海丽告诉记者：“一件事触动了
我，让我立志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里

的孩子。”
那是 2000年 8月，20岁的郝海丽

刚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黄洞乡初中。一
天，一位家长冒着倾盆大雨来到学校，浑
身湿透的他掏出一个油纸包，一层一层
剥开后是一把零钱，这是给孩子筹的学
杂费。这位家长是翻越两个山头，花了
4个多小时一瘸一拐走到学校的。

从这件事，郝海丽理解了生活在大
山深处的人们，是多么渴望子女走出大
山、过上新的生活。她暗下决心，就算工
作生活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来。

黄洞乡地处深山区，这里的孩子大
多是留守儿童，还有一小部分是单亲家
庭甚至是孤儿，一些学生数周不回家。
郝海丽就备上温度计、创可贴以及一些
常备药品，发动老师找亲朋好友家孩子

的旧衣物捐赠给没有换洗衣服的学
生。她还四处奔波，联系社会爱心人
士，请大家资助学校里那些品学兼优的
贫困生。

“郝老师多年的付出有目共睹，学
生敬爱，家长认可，同事钦佩。”黄洞乡
初级中学校长庞雪海说，原本山区教师
可以轮岗，三五年就能转回县城，和郝
海丽同批来的教师早都“下山”了，但她
仍选择坚守在这里，疾病和变故都不曾
让她动摇。

2015年，郝海丽父亲重病离世，匆

忙回家途中，她不慎跌倒，造成腰椎骨
裂，之后由于急着赶回学校，耽误了治
疗，落下了病根。2016年暑假结束前，
郝海丽腰伤复发，不得已动手术，可她
在开学前两天坚持提前出院。医院距
离学校有 20多公里，坐车来回要两个
多小时，因害怕耽误上课，她就在办公
室里让同事帮自己清洗、换药。

寒来暑往 17载，郝海丽将一批又
一批的学生送出了大山。而她，却一直
坚守，为更多大山里的孩子插上翅膀、
构筑梦想。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13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根据《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及
有关规定，我省将对现行失业保险
金标准进行相应调整。

据介绍，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
统筹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所在地
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确定。我省
已确定从今年10月1日起调高最低
工资标准。一、二、三类行政区域月
最低工资标准分别调整为1720元、
1570元、1420元后，失业保险金标
准相应调整为每月 1376 元、1256
元、1136 元。其中，实行市级统筹
的省辖市（含市区及所属县市）原则
上统一执行本市市区的失业保险金
标准，具体标准由省辖市政府确定；
纳入省直统筹的郑州铁路局、武汉
铁路局在豫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
参照郑州市市区标准执行；省直管

县（市）执行当地相应的失业保险金
标准。

新调整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从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标准亦按调整后的失
业保险金标准计算发放。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求，今后，在省
政府发文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
后，各地要及时调整失业保险金标
准，以切实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
活。

对按照规定补发、一次性领取、
跨统筹地区转入转出、再次失业时
合并计算的上次转入剩余期限的失
业保险金，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
人员在其刑满、假释、劳动教养期满
或解除劳动教养后恢复领取的失业
保险金标准，仍按原有关规定执
行。③6

新增投放被暂停 粗放经营要摆脱

共享单车乱象需共治

我省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10月1日起施行

郝海丽：大山深处“筑梦人”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为增强
全省人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
识，提升人民群众对防空警报的识
别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经省政府同意，定于 9月
18日上午 10时 00分至 10时 31分
在全省范围内将组织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
警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秒，重复 3次为一个周
期，试鸣两个周期；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
试鸣两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
分钟，试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
隔5分钟，共31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请
勿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7年9月11日

关于组织“9·18”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的通知

视觉新闻

以“绿色徒步 全民健身”为主题的中国体育彩
票2017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将于9月 16日上
午分两个活动场地，分别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兰河公园、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广场
开幕。

本届大会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国家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郑州市体育局、河南省
外宣企业策划有限公司承办。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起始于2015年9月，历

时两年发展，已碟变为全国知名的徒步运动品牌，
是河南省群众体育“十大品牌”之一，郑州市又一张
城市名片。2017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经过几
个月努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参加本届徒步
大会的除郑州市多家单位组团参赛、个人自发报名
参赛外，焦作、商丘、周口、许昌、信阳、驻马店、济源
等地市也积极组团参赛，还有北京、大连、辽宁、山
西、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市的团队报名参赛。另
外，世界徒步协会派代表参加活动，还有俄罗斯、美
国、爱尔兰、马其顿、巴基斯坦等国际友人参加。

今年的徒步大会在突出主题方面呈现出四大
看点：书画家们现场助阵，挥毫泼墨展示佳作；发令
枪后，走在徒步队伍前列的将是高举会徽、吉祥物
和企业形象标志的商务代表方阵：在兰河公园 22
公里终点设有茶艺表演助阵，广大徒步爱好者有望
在活动结束后喝到热气腾腾的美味香茶；现场应
急、救援和保障服务工作由郑州市120急救中心、
民间公益性团体，专门从事户外救援的郑州蓝天救
援队、郑州烟厂康复医院共同担当。届时，特邀请
奥运会冠军、亚运会冠军、第十三届全运会冠军等

明星运动员与万名徒步爱好者走起。
徒步大会设有两个会场、两个开幕式。5公里

亲子情侣徒步开幕式在郑州经开区中心广场举行；
22公里全民徒步线路开幕式在郑州航空港区兰河
公园举行。

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众多单
位的关心支持，有万名徒步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2017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一定会办成一届祥
和、文明、欢乐、幸福的全民体育盛会，向党的十九
大献礼。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锦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科迪天然深泉饮用水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支公司
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建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正弘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易居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郑州风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保春风十里）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踏体育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郑州国盾通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烟厂康复医院
禹州坪山钧窑有限公司
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主次）

郑港国际徒步郑港国际徒步 大步走起来大步走起来
中国体育彩票2017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将于9月16日在郑州隆重开幕

祝
贺
单
位

9 月 13 日，河南中
医药大学迎来 2017 级
新生。该校提前了解困
难学生情况，为一百多名
贫困新生精心准备了“爱
心生活包”，送上了温暖
与关爱。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迎新送温暖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9 月 13
日，记者从省委网信办获悉，以“网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
主题的 2017年河南省网络安全宣
传周活动将于 9月 18日至 24日举
行。

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省工信委、省公安厅、省教育
厅等部门联合举办，是我省配合中
央网信办举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互联网的
依赖日益加深，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学习交流、购物娱乐、就业创业已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常态。但不容
忽视的是，网络安全方面的威胁也
与人们越来越近：网络攻击、网络诈
骗、网络侵权等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窃取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诈骗
网民钱财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存
在，网上黄赌毒、网络谣言等有害信
息屡除不净。

《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调查
报告（2015）》显示：在收回的约

25.5万份调查问卷中，有83.48%的
网民网上支付行为存在安全隐患，
有 55.18%的网民曾经遭遇网络诈
骗，超过九成的网民表示对网络安
全相关法律法规一知半解。维护
网络安全、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
络环境，已成为广大网民的共同呼
声。

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网
络强国战略思想及国家网络安全
法律法规，切实增强我省广大人民
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本次宣传周
将举办网络安全展览，举行网络安
全学术研讨会、金融信息安全保障
与风险防范论坛，开展校园日、电
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
个人信息保护日等 6 个主题日活
动。各省辖市也将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我省
将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
广大人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护技能，共同维护网络安全，以
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③3

全民参与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河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