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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7月 9日，从省地矿局
传来消息，由该局地勘二院实施的淅川县下大扒石墨矿勘查
项目，在豫西南地区探获了一个厚度大、品位富的特大型层控
型石墨矿床，探获石墨资源量1298万余吨。

近年来，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度持续升温，作
为其支柱的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石墨是元
素碳的一种同素异形体，是其中一种最软的矿物。随着我
国冶金、化工、机械、医疗器械、核能、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
的快速发展，这些行业对石墨及碳素制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淅川县下大扒石墨矿为省地矿局地勘二院在前期矿调
工作中发现，并于 2014 年成功申报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
经省国土资源厅评审认定，该矿床为目前省内石墨资源量
最大的矿床，实现了豫西南地区石墨矿找矿重大突破。业
内专家认为，这一找矿成果是我省战略性新兴矿产找矿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地质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意
义。在当前市场条件下，该矿山的开发将会产生可观的投
资回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可有力推动地区经济的
持续发展。③9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 张龙飞）“没想到
休息日还能办业务，相当于全年无休的车管所啊！”7月 8日，
星期日，安阳市民王先生高兴地走进相一路邮政营业所，申领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这是我省首家邮政代办交警服务站，
第一批启用的还有安阳市东风路、滑县牛屯镇、林州市陵阳镇
等9个邮政营业所。

据悉，邮政营业网点代办交通管理业务，是河南公安
2018年 10项惠民新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安阳市相一路邮
政营业所营业员李靖介绍，邮政代办交通管理业务范围包括
补领机动车号牌、换领机动车驾驶证、6年免检申领合法检验
合格标志、简易交通违法前置处理、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等四大
类15项。

“原来市民必须到车管所领取罚单，再来我们这里缴费。”
相一路邮政营业所营业员吴庆霞介绍，现在在这里出罚单、缴
费一站办理，“最多跑一次”。

7月5日，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和邮政部门在安阳召开了全
省邮政营业网点代办公安交通管理业务工作推进会，此项业
务8月底将在全省推开。③6

我省发现特大石墨矿

邮政网点可换领驾驶证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日前，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与河南
省物流协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揭牌
仪式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是我省唯一一所专门培养物
流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也是全国供销社系统唯一
一所物流类高职院校。

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刘延生表示，省供销社开办教育的
历史长达 68年，具有重视行业职业教育的优良传统，系统职
业教育资源丰富。我们将立足行业实际和河南物流产业发展
需求，集中系统优质教育资源，把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打造成一
所高水平的物流类职业院校。

据悉，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是以物流类专业为主体，积极构
建覆盖物流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的专业集群。今年秋季该学
院开始招生，首批分设物流管理、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商务、
会计等四个专业，招生规模1000人。③4

我省首家
物流职业学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 月 9日，省教育厅公布 2018—
2019学年“两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相关方案。我
省将选派2500名骨干教师前往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以
全日制工作形式支教，时间为一年。

各地选派的支教教师应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
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选派的学校管理人
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实
习生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
范围。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
教师主要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与当地教师形成教
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整体提升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教育管
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教育
教学和管理水平。

省教育厅要求，支教教师选派要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不得将支教教师派往非贫困地区，要充分听取基层学校意
见，统筹兼顾不同学段情况，选派受援地区急需的、符合规定
条件的学科教师和骨干教师，切实帮助受援学校解决实际问
题，提高教学水平。③8

2500名骨干教师
将赴“两区”支教

7月 10日，几名
孩子在温县大河书
社读书。暑假期间，
该县许多中小学生
纷纷来到书店，在享
受阅读的同时避暑纳
凉。⑨3 徐宏星 摄

品书香
避酷暑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10日，记者
从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经过近一年
的考古发掘、专家论证，开封市城隍庙街附
近发掘的明代建筑遗址确认为明代永宁王
府遗址。这是开封第一次全面发掘揭露明
代郡王府的原始面貌，对研究中国明代郡王
府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书记载，为稳固统治全国，明王朝
对宗室人员实行分封制，自洪武九年开始，
朱元璋将诸皇子分封于各地，其第五子朱橚
[sù]为周藩的始封王，封地在河南开封。永
宁王为周藩郡王，第一代永宁王朱有光为朱
橚庶六子，封于永乐元年（1403年）。这支
系共历八代，在开封生活延续了 196年。崇
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久攻
不下，决开黄河堤灌城，将整座城市淤埋封
存于地下，永宁王府也随之淹没。

数百年后，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昔日
繁华的永宁王府再度呈现在世人面前。“永
宁王府遗址位于开封市城隍庙街中段路西，
遗址所在区域文化遗存比较丰富，在明清时
期曾先后建有明代永宁王府、清代大道宫、
清代按察司署等。”此次考古发掘项目队长、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说，去年
7月在配合开封市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勘探时
发现该遗址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一开始，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青花
瓷、紫砂茶壶、庙宇里的香炉、道观里的石碑

等。“后来我们相继发现了绿釉龙纹瓦当和
滴水，只有那种规格比较高的建筑物才会用
到。”王三营说，“之后陆续发掘出来的各种
遗迹似乎都将这座大殿指向王府建筑，直到
出土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昭代贤宗’
木匾额 1块，为最终确定明代周藩永宁王府
遗址，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那么，明代郡王府是怎样的存在？从考
古发掘情况看，明代周藩永宁王府遗址整体
布局是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三进院落，整个
建筑群坐北朝南，南北通长约 122米，宽约
42米。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布局明晰，每栋主
体建筑之间沿中轴线有踏道或甬道相连，前
厅房与后厅房均有附属的东西厢房。此外，
还有后花园，花园内有假山、池塘等，透露出
王府的昔日辉煌。

截至目前，该遗址完成发掘面积 4000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明代陶、瓷器，石、铜、
锡、琉璃、木、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套），
遗物性质主要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

专家认为，明代周藩永宁王府遗址规
模宏大、规格等级高，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明代郡王府规制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此次发掘，抢救出
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标本；遗址内出土的
建筑构件和具有确切年代的遗物为研究明
代晚期的文物特征提供了难得的标本材
料。③8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7月 10
日获悉，海马新能源汽车新增 5万辆
电动轿车生产能力技改项目获得批
复，项目投产后将推动我省新能源汽
车产能迈上新台阶。

新能源汽车是我省重点发力的产
业，但目前产能主要集中在宇通的新
能源客车上，新能源乘用车规模较小，
海马电动轿车项目一直被视为重要的
增长点。省发改委此次发布的《关于
海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跨细分类生

产新能源轿车技改项目核准的批复》
显示，新项目建设地点为中牟县汽车
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6.1 亿元，新增 5
万辆电动轿车生产能力。项目投产
后，将显著提升河南新能源汽车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海马汽车今明两年
将投入 5亿元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
加快新电动平台导入的研发速度，基
于新平台的产品预计会在两年后投入
市场。③8

新能源汽车
加速布局新项目
海马汽车年产5万辆电动轿车项目获批

开封发现明代
周藩永宁王府遗址
第一次全面发掘揭露明代郡王府的原始面貌

当事人注册登录道交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

以后，不仅可以在平台上

实现损失确定、赔偿预判、

鉴定、一键理赔，还可以得

到提起诉讼、在线缴费、庭

前调解、在线开庭、自动生

成法律文书等服务。

□本报记者 周青莎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增加，交通事
故发生率也越来越高。目前在我省，道路
交通事故纠纷已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民
事案件中第三大类纠纷。

过去，为解决纠纷，事故当事人往往
需要在公安、鉴定机构、保险公司、法院等
多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来回奔波，费时费
力。今后，这种情况或将大为改观。7月
5日，全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
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
在省高院举行，宣布河南道交纠纷网上数
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开通，在全省 39 个道
交纠纷数量较多的县（市）区试行全流程
在线处理。

信息不对称造成大量纠纷
变诉讼

“道路交通纠纷处理的各个部门都建
有数据档案，但是获取这些信息需要靠当
事人提交或人力调取，公安、保险、调解、

鉴定、法院各家的案件信息成为相互隔离
的数据孤岛。大量交通事故纠纷形成诉
讼的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当事人
对裁判规则和理赔规则不了解，或者认识
不同，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诉讼黄
牛、鉴定黄牛趁机而入，造成许多人正当
利益受到损失。”据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上述问题，建立网上数据一体化
处理平台，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
实现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从而促使大量
纠纷在诉前得以化解。这对优化审判资
源配置、减少社会治理成本具有重要意
义。

我省先行先试效果显著

2017年 11月 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与
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在全国 14个省份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
试点工作，河南成为试点之一。记者从省
高院了解到，在此之前，我省许昌市、新安
县已经在这方面先行先试，极大方便了群
众。

今年年初，经过一年多的探索，许昌
市交通事故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成立，法
院、公安、保险公司和诉调对接成员单位
信息实现互联互通。截至目前，通过该平
台，许昌共收入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约
500件，诉讼标的额 1100多万元，调解成

功 220多件，调解率近 47%。

平台将如何发挥作用

据介绍，全省平台的开通意味着在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中，我省公
安、司法行政、保险、鉴定、法院等各部门
之间数据信息实现共享。当事人注册登
录以后，不仅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损失确
定、赔偿预判、鉴定、一键理赔，还可以得
到提起诉讼、在线缴费、庭前调解、在线开
庭、自动生成法律文书等服务。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道路交通
纠纷处理中一些标准具有很强的地域
性，因此试点县区探索的同时，需要尽快
梳理我省的情况，统一规范裁判标准，内
嵌到平台中。除了搭建平台，还要建立
专门的审判团队和调解员队伍，实现道
交案件的专业化、集中化审判和有效调
解。目前，这些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预
计 8 月份，将向社会公布登录平台网址，
届时，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处理交通事
故。③4

河南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开通

道路交通纠纷处理“不再难”

本报讯（记者 陈辉）河南汽车业再
添新动力，记者7月 9日从省工信委获
悉，我省森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中
重型载货汽车整车及底盘”进入工信部
发布的新车目录，森源集团成为我省唯
一获得商用载货车全系列资质并量产
的汽车生产企业。

我国对汽车生产企业有着严格管
控，尤其是对整车生产，专门出台了车
辆生产企业准入管理相关政策。工信
部最新发布的 2018年《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08批）目录，森
源集团下属森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中重型载货汽车整车及底盘”名列其

中，获得这份资质，意味着森源汽车由
生产专用车向生产整车拓展，成为全国
为数不多的具备生产中重型卡车整车
能力的企业。去年，森源集团商用微型
卡车、商用轻型卡车生产资质已相继获
批，森源汽车由此成为我省唯一拥有微
型、轻型、中重型载货汽车生产资质的
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记者从森源集团了解到，目前，森
源汽车生产的首批中重型载货汽车已
正式下线。今后，森源汽车不仅可以
生产、销售商用整车，还可向全国数百
家专用汽车生产商供应各种型号的商
用车（卡车）底盘。③8

森源汽车获批
商用载货汽车全系列资质
为我省唯一

明青花夔龙纹瓷盘前厅房蹲兽 遗址出土遗物场景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聂建武 刘宏冰）这两天，
新县一名教师勇救落水女子的现场视频和照片传遍当地人的
微信朋友圈，大家纷纷点赞。

7 月 9 日 15 时许，新县小潢河虹桥附近水域一女子落
水。因近期阴雨连绵，小潢河水位上涨很多，女子在湍急的水
流中一沉一浮，情况非常危急。

突然，一位中年男子跳入水中，奋力向落水女子游去，靠近
后用力把这名女子托起游向岸边。在接警赶到的特警和消防官
兵的帮助配合下，他成功将这名女子营救上岸。随后，这名男子
悄然离去。落水女子被送入医院后，经全面检查身体无恙。

事后，有人把救人的现场视频和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
经县委宣传部和县广播电视台多方寻找，救人男子名叫金诚，
是新县二中教师，今年 51岁。辗转找到他后，金诚老师却淡
然一笑：“听到呼喊‘有人落水’，我也没多想，第一反应就是赶
紧救人。”

从群众拍摄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出，金老师下水托住落水
女子后，因为溺水者正好在河的中心，离两边河岸都比较远，
他费了很大劲才游到岸边。

“中间我呛了几口水，若不是消防官兵及时赶来，抛下救
生圈，能不能把她带上岸，心里还真没底儿。”金诚说。

“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件小事，作为一名教师，言传身教嘛，
自己当然应该身体力行，没有什么可说的。”③5

新县一教师勇救落水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