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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4月 2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3
月份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购销活跃，价格以降为
主。省商务厅重点监测的商品中，粮食、禽类、食糖和奶制
品价格上涨，桶装食用油、猪肉、鸡蛋、蔬菜、水产品、水果和
食盐价格回落。

据介绍，3月份全省粮食零售均价较上月上涨0.38%，
其中小包装面粉、小包装大米分别上涨0.43%、0.35%；桶装
食用油零售均价较上月下跌1.52%，其中大豆油、调和油分
别下跌1.92%、1.85%。目前，全省粮油市场存量充足，供需
平稳，预计后期全省粮油价格将呈小幅波动态势。

猪肉、水果和水产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跌。3月份全省
猪肉零售均价较上月下跌3.51%，其中鲜猪肉、精瘦肉分别下
跌4.41%、3.52%；全省水果批发均价较上月下跌4.63%，其中
西瓜、葡萄和香蕉分别下跌9.34%、4.48%和4.17%；水产品批
发均价较上月下跌1.42%，其中淡水鱼中的草鱼下跌2.5%，海
水鱼中的小黄花鱼、大黄花鱼分别下跌4%、3.69%。③6

3月份生活必需品价格
以降为主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推进注册登记便利化，漯河市再
迈新步。4月1日起，漯河市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一
次办妥”改革，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根据漯河市印发的《关于实施“一次办妥”改革推进工
商登记便利化的意见》，这次改革通过审批流程再造、体制
机制创新，推行“十个一”举措，包括“一人通办”：企业登记
从受理、审查、核准、发照全程均由同一登记人负责办理;

“一城通办”：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向任一工商登记窗口申
办;“一点代办”：在银行网点设置工商登记代办窗口、全程
电子化登记终端，由银行网点免费代办工商营业执照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漯河市此
次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健全政务信息共享数
据交换机制，破除信息壁垒，完善网上办事大厅，实现工商登
记业务网上全覆盖，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工商登记。

“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手续，这真是太方便了！”前去
办理公司登记手续的漯河市市民姚志永称赞说。③7

□本报记者 李林

近日，郑州市政府公布《2018年度新型
城镇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其中将老楼房加装室外电梯一事提
上日程。

3月31日，记者走访部分老旧小区，居民

对加装电梯一事多是满心期待和欢喜。但具
体到安装所需资金问题，仍有不少困惑。

加装电梯 期盼已久

3月 31日，郑州国基路上四月天小区
内，居民王霞说，她在小区居住多年，周边配

套齐全而且还紧邻花卉市场，自己住的是多
层楼房，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电梯。“如果我们
的楼能装上新电梯，住房就会升值。”

家住郑州百花里一小区的陈志刚告诉
记者，他和老伴都已60多岁，住在5楼，现
在上下楼都会感到吃力。“以前听说过外地
老楼装电梯的事，盼望了很久，没想到郑州
也开始行动起来了。”陈志刚说，小区里还
有二三十个老人，对于他们来说，电梯可以
说是生活的“刚需品”。

来自郑州市老龄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
统计显示，郑州市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百
万，社会老龄化对老楼房加装电梯的需求
越来越旺。

成功加装 已有先例

在郑州市政府出台《方案》之前，该市
已经有个别小区先行一步，尝试给老楼房
加装新电梯。

在郑州市经三路与晨旭路交叉口东南
角，两栋加装了白色室外电梯的老楼分外
显眼。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的室外电
梯加装后不仅上下楼十分方便，而且电梯
入户，还多了几平方米的入户花园，十分实
用。

据了解，早在2013年，纬二路8号院就
有6栋旧楼先行尝试，给楼房加装了电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郑州市老楼房加装电
梯的数量约有50部，均为单位家属院。

多措并举 克难推进

有专业机构统计，郑州市区需加装电
梯的老旧居民楼超过2.7万栋，配套需要的
电梯预计接近10万部。“给老楼加装电梯技
术成熟，且工期不长。”采访中，一家电梯安
装公司负责人坦言，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最
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

据了解，普通7层以下楼房加装一部电
梯约需要上百万元，折合到每个住户需要
近10万元，经济支出较大。目前在北京、上
海等地已出现了“以租代建”形式，即住户
不必出资建设，只需每月缴纳使用费用，但
这笔开支根据楼层不同，最高也需要每月
近400元。

“每月多出几百元的‘爬楼钱’的确是
不小的压力。”家住郑州市管城区南彩小区
的居民迟斌说，住在老旧小区里的人们多
数收入偏低。

郑州大学一位从事社会管理学科的教
育者表示，一方面需要政府出资进行一定
程度的安装补贴，另一方面还可以挖掘市
场潜力，通过电梯广告等市场化运作的收
益降低电梯的建设与使用成本，最终能将
百姓期盼的好事进行到底。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2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
4日至7日该公司将加开临客列车41.5对，
其中高铁（含城际）占六成。

清明假期，该公司管内运输客流以旅游
流、探亲流、学生流为主，直通客流主要发往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省内客流主要
往返于郑州、新乡、安阳、焦作、洛阳、三门峡
等城市之间。

为服务旅客便捷出行，该公司管内各
大车站共加开直通临客列车10对、管内临
客列车 31.5 对，其中高铁（含城际）列车
24.5对、普速列车 17对，郑州东站加开夜
间动卧6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为确保旅客更加方便快捷地进站乘
车，郑州东站对西北进站口（进站口1）进行
了模块化改造，其实名制验证通道设置为6
个、安检通道设置为4个，人身检查将与机
检行李同步进行，单小时单通道通过能力
将大大提高。

铁路部门提示，新列车运行图具体车
次、停靠站、时刻等信息均以12306网站或
各大车站公告为准，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
信息，合理安排出行。③5

铁路郑州局加开
临客列车41.5对

漯河全面推行工商登记
“一次办妥”

老楼装电梯 迈坎不容易

清明前，我省高校开展特色思政教育

让红色基因扎根学子心中根学子心中

我省警方发布清明节
交通安全预警

3月30日，郑州老战士之家爱国主义宣讲团来到该市金水区第六幼儿园，讲述革命战争故事，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爱国教育课。 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清明出行小贴士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严乔雪 贾文峥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
色基因就是要传承”。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已成为我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的重要内容。把红色资源教育贯穿到思想政
治教育的全过程，把红色资源转变为独特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努力培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我省高校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行。

郑州航院：清明祭英烈 共铸中华魂

又是一年清明时。4月2日清晨，近千名
师生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中心广场参加

“清明祭英烈 共铸中华魂”主题升旗仪式。
国旗伴随着国歌徐徐升起，嘹亮的义勇

军进行曲在广场回荡。“先烈们为革命胜利甘
洒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爱国乐
章。”该校团委副书记李振宇在仪式上发出倡
议，“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珍惜美好
现在，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
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革命先烈的精神深深震撼着青年学子的
心。“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是因为这个民族拥有坚不可摧的民
族精神，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奋
斗。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美好
的生活。”该校国旗班班长陆昱森说。

当天，该校还举办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新中国发展新成就图片展。此次活动旨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许昌学院：红色基因激活思政课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雄部队，这支部队
经历了长征前的曲折发展，长征中的艰苦奋
斗，最终为长征作出卓越贡献，留下了红色的
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这笔财
富？”3 月 30 日下午，许昌学院 C 座教学楼
202教室里，200余名学生正在上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

这节课的授课教师蒋仁勇是来自省委党
校的专家。同时，他还是大别山干部学院教
授、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特聘专家。
这堂课的内容也没有因循教材，蒋仁勇讲的
是“红二十五军的卓越贡献与红色基因”。

“吴焕先等革命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了
我，这堂课令人受益匪浅！”该校商学院2017
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史超群说。

清明前，应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邀
请，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馆长汪蔚一
行带着 30余块展板，将博物馆“搬”进了校
园，运用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向师生们集中展
示了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故事与光辉岁月。

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许
涛介绍，2017年起许昌学院在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和竹沟革命纪念馆等地建立了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基地，一年来学
校多次组织师生“走出去”开展实践教学活
动，反响热烈。不少参加“走出去”实践教学
的学生还制作了PPT，回校后在思政课上与
其他同学分享，给课堂增添了活力。③5

图/王伟宾

清明交通安全形
势主要存在五类风险

清明小长假期间，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管内各大车
站共加开直通临客列
车 10 对、管内临客列
车31.5对

◎陵园墓区及周边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
◎踏青旅游活动集中，
交通安全风险突出
◎高速公路流量激增，
增加发生事故几率
◎农村道路交通流量
增大，违法几率增大，
安全风险突出
◎降雨与出行高峰重
叠，对交通安全带来影响

◎高铁（含城际）列车
24.5对
◎普速列车17对
◎郑州东站加开夜间
动卧6列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春季是家禽H7N9流感高发季
节。3月27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该局下发了《河南省
家禽H7N9流感防治指导意见（2018—2020年）》（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落实好“先打后补”政策，各地兽医部门和
动物防疫主体应按照年度免疫计划要求开展强制免疫工
作，做到应免尽免。

《意见》提出，实施家禽H7N9流感强制免疫与扑杀相
结合的综合防治策略，强化联防联控，落实活禽市场监管措
施，切实有效降低H7N9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传播扩散风
险，在全省实现和巩固家禽H7N9流感的稳定控制，分区域
逐步推动净化和消灭。

为此，我省对家禽H7N9流感实施强制免疫，各地兽医
部门和动物防疫主体应按照年度强制免疫计划开展免疫工
作，做到应免尽免，确保免疫禽群的抗体合格率在70%以
上。各地要落实好“先打后补”政策，更好地发挥防疫补助
政策效果。③4

我省对家禽H7N9流感
实施强制免疫

4月 1日，宁陵县检察院开展“送法进梨园，普法面对
面”活动。该院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法律常识宣传单，并现
场接受法律咨询。⑨6 尚林杰 蔡向阳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赵康）济源市虎岭产业集
聚区群众反映强烈的长泉新村党支部原书记陈文伟被立案
调查，8名涉案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消息公布后，长泉新
村群众拍手称快。

3月 30日，记者了解到，济源市纪检监察机关集中力
量，先后开展“双百日”集中查处和“小微权力”专项治理，严
惩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蝇贪蚁腐”，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据了解，“双百日”集中查处围绕因党员干部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发的重复访、疑难访等突出
信访问题，用200天时间进行了集中排查、集中交办、集中
查处。“小微权力”专项治理则重点针对基层公职人员和村
组干部“两类人”，围绕“四风”问题不收手、涉农惠农资金乱
伸手、审批执法乱插手、便民利民不出手“四类事”，向群众
身边的“蝇贪”亮剑。

济源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组织专案组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小官巨贪”、基层干部涉黑涉恶问题深入查处，
以反腐铁拳铲除群众身边微腐败，净化基层政治生态。③4

济源攥紧拳头
专项整治“蝇贪”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清明节期间，祭祖

扫墓、赏花踏青等出行活动增多，加之受高速
公路实行7座以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影响，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4月2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对清明节期间交通安全形势进行研
判，并向社会公众发出交通安全预警。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结合近年来清明节
期间交通事故特点，预测今年清明节交通安
全形势主要存在五类交通安全风险：陵园墓
区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由于陵园
墓区多处于城郊、农村山区，道路等级低、坡
多弯急，交通事故发生几率增加；踏青旅游
活动集中，旅游交通安全风险突出；高速公
路交通流量激增，风险增多，容易发生严重
交通拥堵，同时也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几
率；农村交通安全风险突出，面包车、拖拉
机、低速货车、三轮汽车等出行增多，农村道
路交通流量明显增大，交通违法几率增大；
降雨与出行高峰重叠，对交通安全带来较大
不利影响。

为确保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全
省交警部门将严查超员、超速、酒驾、醉驾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