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 ●● ●●

民生新闻│042018年6月7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高超 胡舒彤 美编 刘竞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炎炎夏
日，烈日灼灼。为帮助考生顺利应
考，6月6日，省招办对考生、家长、考
务工作人员发布防高温提醒。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高考期间
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今天北中部有
35℃以上高温天气。8日多云转阵
雨，气温24℃～34℃。

省招办提醒考生面对高温天气
的“烤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
温的准备。建议考生穿棉质衣物，吸
汗透气；以清淡食物为主，不宜吃得
过饱，多补充水分；开空调时温度不
宜过低，一般在 26℃为宜，防止感

冒；赶考过程中，尽量选择空调车，带
遮阳伞；8日降雨可能造成交通不畅，
湿滑路段注意慢行，要合理安排赶考
时间，给自己留有余地。

省招办提醒家长在考场外露天
等候期间，由于午后紫外线较强，请
注意防护，最好选择考点附近的遮阳
棚或阴凉地等候。同时，建议家长相
信孩子的自理能力，不要送考、陪考。

省招办还提醒考务工作人员在
做好考务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
健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考试任务。

据悉，为防范高温天气，我省各

有关部门将协同联动，全方位、多举
措为考生营造舒适、良好的考试环
境。电力部门将全力保障各考点及
试卷保密场所电力供应；卫计委将全
面强化考试期间高温天气下，卫生监
督、传染病防治和医疗救护工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大对考生
及考务人员集中食宿点餐饮安全的
监督检查；交通部门将加强对考点的
安全保卫和对周边区域的交通疏导；
社会各界的“爱心助考”组织，将设立
考生待考休息点，并备有桌椅及凉
茶、风油精、降暑紧急药品等供考生
免费取用。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邵永强）为进一步做好高考期间应
急医疗救治工作，确保考试顺利进
行，记者6月 6日获悉，郑州市紧急
医疗救援中心今年共安排部署 20
余辆 120 急救车在各考点流动巡
诊，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根据考区安排，今年郑州市
120 急救分为两个应急医疗救援
梯队保障高考。第一应急梯队由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及急救
人员组成，将在金水区、中原区、二
七区、管城区、惠济区等 5个考区
各安排 2至 5辆救护车，实行流动

巡诊开展工作，急救人员将在各巡
诊考点大门口醒目位置待命。考
生若有身体不适，可随时拨打 120
得到及时救治。第二应急梯队由
全市52家急救站的80辆在线救护
车及值班急救人员组成，随时待
命，听从 120指挥调度大厅的统一
调派，时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高考期间，负责保障的急救人
员和车辆要求备足、备齐各种抢救
设备、急救药品、物品；严格落实工
作岗位责任制，坚守 24小时值班，
确保急救绿色通道和急救网络通
讯畅通。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6
日，省公安厅发布消息，高考期间，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为考生营造
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全面排查各
类治安、道路交通隐患，严厉打击
涉考违法犯罪。

高考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将在所有考点周边部署警力，全力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提供护考用车
服务，每个考点都配备专门警力和
警车，遇有紧急情况，可为考生提
供警车开道服务；在考点周边设置
机动车禁鸣标志，严查乱鸣喇叭等
有碍考场秩序的交通违法；开辟高

考“绿色通道”，保障考务车辆和送
考车辆优先通行，考务车辆和送考
车辆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教育
警告后放行，对发生交通事故的，
可以快速取证后先予放行，事后妥
善处理。此外，警方将严厉打击利
用互联网和高科技手段实施的组
织考试作弊、涉考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派出所户
籍窗口要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
如果考生发生身份证丢失、到期等
情况，可随时到户籍窗口开具临时
身份证明。③3

120急救为高考保驾护航

多条“绿色通道”助考生安心应考

警方·护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建设停车场、绿色小游
园和干净的公厕——未来洛阳城市区的桥下空间将实现

“大变身”，成为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和景观区。
6月 6日，记者从洛阳市政府获悉，洛阳市城乡规划委

员会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洛阳市桥下空间利用导则》方
案。

根据该导则，洛阳市将根据桥梁所处的位置，划定桥下
空间利用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按照“安全使用、公共优先、
统筹安排、整体协调”的原则，明确桥下空间利用的总体要
求、禁止行为和允许行为，并根据桥下空间不同的净空条件
提出城市管理、交通设施、绿化三大类利用模式。

据了解，洛阳市区现有各类桥梁106座，中心城区共有
14座桥梁桥下空间可以利用，主要为三类，跨河桥5座、跨铁
路桥4座、跨线桥5座（包括两座在建的快速路）。据《洛阳市
桥下空间利用导则》显示，跨越洛河的5座桥梁均位于城市重
点区域，周边多为居民区，停车需求较大，桥下空间利用形式
结合周边使用需求，对桥下商铺、仓库进行拆除，主要改造为
绿地、公共停车场，增设公厕和市政养护管理场地。

据洛阳市规划部门负责人介绍，由于桥下空间目前还存
在着管理主体不明，缺乏明确定位和规划，单位或个人私搭
乱建、空间杂乱等现象，部分桥下空间存在安全隐患，尚需有
关部门逐步解决上述问题后，正式实施导则方案。③7

洛阳市区桥下建游园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利用三年时间，解决城市‘差、
乱、脏、软’的城市弊病。”6月 6日上午，郑州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郑州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和2018年城市精细化工作具体安排。

“三年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4个方面23项工作。一是
高标准治“差”，提升全市硬件档次。包括道路管养提升、城市
亮化整治提升、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工地管理、城区河道治理、
厕所革命、老旧居民区改造提升、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加强公
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智慧城管建设10项工作。二是深
层次治“乱”，彻底改善城市秩序。包括交通秩序治理、占道
（突店）经营整治、架空线缆入地改造、建筑外立面及户外广告
综合治理 4项工作。三是全覆盖治“脏”，确保城市干净整
洁。包括环卫管养标准提升、建筑垃圾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城市卫生死角治理、六小门店治理5项工作。四是强手段
治“软”，力促执法严格高效。包括下放管理执法职权等4项
工作。

2018年是“三年行动”第一年。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说，将集中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在高标准治“差”、深层次
治“乱”、全覆盖治“脏”方面，做好19项工作，包括城市道路
管养提升、支路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
地管理、交通秩序治理、占道（突店）经营整治等。③8

郑州解决
“差、乱、脏、软”城市病

夏粮收购政策有调整

今年卖粮食，这些问题要瞅清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 6日，记者
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 17时，我省已
收 获 小 麦 7516 万 亩 ，约 占 种 植 面 积 的
91%，机收率 99%，豫南多地麦收基本结
束。当日投入收获机8.9万台，日收获小麦
626万亩。

近几日的晴好天气，利于小麦收割，全
省麦收进度持续加快。信阳、南阳、驻马
店等地麦收基本结束，周口、郑州、开封、新
乡、汝州、兰考等地麦收接近尾声。截至目
前，商丘已收获 623 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84%，洛阳 302 万亩、占 82%，焦作 207 万
亩、占 78%，濮阳 201 万亩、占 56%，长垣
69万亩、占 85%，鹤壁 68万亩、占 50%，永
城 140 万亩、占 77%，滑县 144 万亩、占
81%，安阳 114万亩，占 38%，三门峡 41万

亩、占37%，济源24万亩、占75%。
根据天气预报，周末我省将有雨水降

临，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
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给小麦收割和晾晒带来不利影响。省农机
局提醒，焦作、鹤壁、安阳、濮阳及三门峡等
未收完麦区应趁当前晴好天气加快抢收，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机具组织和调配，确
保小麦颗粒归仓。

夏播方面，根据省农业厅通报的情况，
截至 6月 5日，全省累计夏播面积 5687万
亩，占预计面积的62%。包括玉米3224万
亩、水稻 423 万亩、大豆 267 万亩、花生
1209 万亩等秋作物。全省花生累计播种
面积 1867万亩（含春播花生 658万亩），占
目标任务的85%。③9

豫南麦收基本结束 全省已过九成

今年农发行河南
省分行信贷支持
收购数量约 220
亿斤

220
亿斤

1.15
元/斤

三等小麦最低收
购价比上年下调
0.03 元/斤 ，为
1.15元/斤

6月 5日，尉氏县张市镇小麦收割后，麦粒堆成了小山。捧起一年辛苦劳作的成果，
当地农民难掩喜悦。②29 本报记者 李英华 摄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李若凡

6月 6日，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与往年相比，今年夏粮

收购政策有不少新的变化，农民朋友卖粮需要注意有关新情况。

托市收购质量等级提高1
夏粮收购既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又关

系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记者从会议上了
解到，今年我省小麦种植面积达 8200 万
亩，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840
万亩。目前全省小麦正从南向北收割，整
体粮情良好，启动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条件
成熟。但在收获期间，豫南部分地区出现
连阴雨天气，影响局部地区的小麦品质品
相，对新粮上市价格形成了下压态势。此
外，随着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增收面临
较大压力。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动稻谷和小麦收储
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国家发改委、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六部门对最低收购执行

预案进行了重新修订。今年预案中最为直
观的变化是收购价格下调、收购质量等级
提高；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比上年下调
0.03元/斤，为 1.15元/斤；最低价收购粮食
质量标准为当年生产且符合国家三等及以
上的小麦；四等及以下粮食由地方政府组
织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

呕吐毒素超标需封存2
据悉，今年我省收储库点要配备必要

的食品安全快检设备，加强食品安全指标
监测（小麦检测项目为呕吐毒素）。在食品
安全指标快检设备配备到位前，不得启动
收购。收储库点每入仓 500吨，要进行一
次抽检。对检测不合格的，收储库点要立
即停收并报告当地粮食主管部门，委托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复检，若仍检测不合
格，则由当地粮食主管部门封存，等验收后
按国家预案有关规定处置。

会议指出，按照新修订的预案要求，对
重金属和真菌毒素超标等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小麦，各级政府要按照粮食安全责任制
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的要求进行处
置。最低收购价粮食验收中如发现食品安
全指标超标，应划转给地方政府处置；在库
存检查中、其他质量检验中或出库时发现
重金属、真菌毒素超标的，由收储企业承担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且不
得流入口粮市场。

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3
据悉，今年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信贷支

持收购数量约220亿斤，其中托市收购140
亿斤、储备轮换收购 20亿斤、市场化收购
60亿斤。该分行对夏粮收购企业核定授信
额度为500亿元，其中中储粮直属企业420
亿元、地方储备粮贷款企业11.7亿元、市场
化收购企业 68.3亿元。目前，已安排夏粮
收购资金 400亿元。随着收购的开展，该
分行将根据需要随时向总行申请追加贷款
规模，实现“钱等粮”，切实保证农民“粮出
手，钱到手”。

同时，为避免托市收购启动前的空档

期和托市收购停止后发生“卖粮难”问题，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择优支持市场占有率
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强的优质企业，支持
其扩大市场收购份额，防止“卖粮难”和“打
白条”问题发生。③7

省招办支招应对高温“烤验”

医疗·保6月6日，河南省高考考点向考生开放，考生或结伴，或在父母陪伴下来到考点看考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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