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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向前

按照公安部门“放管服”20项改革举措
统一部署，郑州市车管所从 8月 1日起在全
省率先落实相关措施（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
20日 07版）。举措落实的情况如何？河南
日报客户端原创视频节目《豫见热点》带你
一起去体验。

半天不到 新车入户

近日，《豫见热点》栏目组记者一大早来
到郑州市车管所。在验车通道，记者碰到来
给新车上牌的张先生，跟随他见证了新车入
户的整个过程。

上牌首个程序是验车，上午十点左右车
验完，张先生进入大厅开始入户上牌。还没
几分钟，排号叫到他。拿着一沓购车材料到
一个窗口，仅两三分钟，入户手续办好。工
作人员王博介绍，现在新车入户过程不复
杂，只要材料完备，在一个窗口就能快速办
好，这叫“一窗办理”。

随后张先生拿着手续到自助选车牌号
设备前，简单比较一番，自助选好车牌号，然
后手机扫描、支付费用。新车上牌结束。

“这次上牌很顺利，一个窗口就把业务

办完了，不像以前那样，几个窗口来回跑。”
曾有过上牌经历的张先生说。

业务不懂 视频咨询

在栏目组两天的采访里，见证了众多
“瘦身”后的业务办理过程，其中令记者印
象深刻的还有互联网咨询，可以实现车主
家中坐、业务咨询“面对面”，还可通过手机
视频来验看手续是否完备。该项业务自今
年 4月推出以来，已接待远程咨询 2400多
人次。

河南日报客户端主播霄翔以驾驶证丢
失不知道怎么补办为由，使用“郑州警务通”
微信公众号，拨通了视频“面对面”咨询。电
话另一端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所需材料，并帮
她预约了办理时间和窗口，届时，她直接去
窗口办理即可。

精简手续 网友点赞

减轻群众负担，措施落地有力，群众自
会赞扬。《豫见热点》栏目组在郑州市车管所
的体验播出后，网友纷纷为交管部门的改革
叫好。

“周三通过支付宝处理了违章，并通过

支付宝在线办理年检，按照提示用快递将材
料寄出，周五便收到了年检合格标签，只花
费25元邮递费。”网友“向阳”前几天刚体验
了一次便捷的车管服务，看到这期《豫见热
点》节目，他说：“往年需要抽时间到车管所
排队办理，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办结，省时省
力省心。”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关于
‘车的事’，现在越来越好办。”网友“董丫丫”
用表情符号“竖”了一个大拇指。③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成 王喆）
日前，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民生实事回头
看”专题对《河南日报》刊登的12期“聚焦我省重
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进行了集中全方位展示。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 2018 年上半
年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12 件重点民
生实事 29 项指标任务有序推进，其中，1235
个深度贫困村电网改造、规模化养殖场粪污综
合利用 2项指标任务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年
度目标；免费“两项”筛查、提
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四好
农村路”等12项指标任务按
时间进度有序推进……亮
丽“成绩单”背后反映的是
政府部门快马加鞭办实事、
办好事、办成事，努力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生动
实践。③4

新闻事件：8月 3日下午 3时 23分，郑州市
271路公交车车长海强在行驶过程中，发现路
边有一名男子怀里抱着一个男童，焦急地冲过
往车辆招手。海强赶忙下车询问，发现孩子似
乎已经陷入昏迷。见情况危急，海强打开车门
让他们上车，发动公交车直奔距离最近的医院，
并通过GPS电台，向车队调度员说明情况。原
本需要行驶 2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 10分钟就
到了医院，为孩子赢得了抢救时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实习生 张利瑶

家门口“海淘”再
添便利，这边在 APP
下单，那边就立等可

取！8月 8日，记者获悉，网易考拉国内首家
跨境O2O自提店 9日在郑州中大门E贸易
博览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大门”）投入运
营。

首次实现购物立等可取

网易考拉是国内第一大跨境电商平台，
中大门是跨境商品 O2O 现货自提试点平
台。早在 3年前，两家公司就已展开了深度
合作。其一，在中大门还是跨境贸易中心雏
形时，网易考拉线下展示店在此进场；其二，
中大门母公司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是网易考

拉在国内的核心跨境保税仓之一。
基于“网购保税+秒通关”技术，中大门

在郑州跨境综试区首次试点O2O现场自提
商品，并创建了国内首个跨境商品O2O自提
馆。简单理解，即是将跨境保税仓存放的商
品，通过“秒通关”技术，让消费者实现购物立
等可取，现场提货。这为包括网易考拉、小红
书、豌豆公主等在内的国内众多跨境电商，提
供了新的运营模式。

网易考拉方面称，不同于此前在杭州开
设的海淘爆品店，9日开业的网易考拉郑州
线下 O2O自提店，基于由郑州首创的跨境
电商线下自提模式，让消费者线上购物，线
下立等可取，这将极大地提升消费体验。目
前，该公司在国内的其他门店，仍只能提供
网购宅配，最快的速度是次日达。

减少数道分销环节

不同于一般贸易进口品，跨境电商进口

品或存有价格、税费优势，但产品包装与说
明书均为外文，仅凭线上交流，跨境电商很
难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服务。

与此同时，此前国内纯跨境电商只能提
供商品宅配，其线下店不支持现场提货，网
购周期为 3~7 天，这也挫伤了消费者的兴
趣。

中大门开创的国内跨境电商 O2O 现
货自提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其依托河南的
保税物流仓，跨境O2O自提馆涉及 18个国
家或地区近千个单品，相比传统商企，此类
门店的“后台”打通了境外供货商与消费者
之间的通道，减少数道分销环节。同时，跨
境 O2O 平台所贩售商品享受国家赋予的
跨 境 综 合 税 率（多 数 商 品 当 前 税 率 为
11.2%）。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海关部门政策，公
民在跨境电商 O2O现货自提店购物消费，
需凭身份证，每人每年限 2 万元、每单限
2000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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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套餐背后“套路”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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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女子凌晨晕倒路边
好心人大雨中撑伞救护

危急时刻 感谢有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新华社发

《晓妍开讲》第六期

一个裁缝推动企业改革

河南日报客户端《豫见热点》将镜头对准民生，开展体验式报道

办理“车的事”越来越方便

家门口“海淘”再添便利 下单立等可取

网易考拉首家自提店落地郑州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新闻事件：8月 4日凌晨 5时许，漯河市区
下着大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在该市太行山路
附近晕倒。漯河市公安局民警梁华、市民田超
起、源汇区实验中学的一名女老师等人恰巧路
过，赶忙上去施救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等
待救护车的过程中，众人一直为晕倒女士撑伞
遮雨，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并把该女士送往医院
急救后，他们才放心离去。

8 月 8 日，大河报刊
发相关报道。此后，省内
多家媒体相继转发。截
至 8 月 8 日 17 时，全网
关于“漯河市民合力救助
晕倒女子”的信息达 5.9
万条。

路遇三轮车侧翻
商丘众人合力施救

新闻事件：7 月 26日，商丘市交警支队二
大队古宋中队辅警李通休班回老家，途经夏邑
县长寿大道与工业路口时，发现一辆封闭的电
动三轮车侧翻在路中央，车里的老人和小女孩
正在挣扎呼救。李通顾不上被玻璃划伤的危
险，用力把车门从外面拽开，先把小女孩抱了出
来，又把老人从车里救了出来，并在同伴和两名
行人的帮助下把电动三轮车扶起，推到路边安
全区域。李通说：“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我还是
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

68
万

传播数据： 7月31日，“商丘交警
二大队”微信公号首发记
录辅警李通等人暖心举动
的报道。8月1日17时21
分，“人民网”官方微博转
发该视频。截至8月8日
17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
的播放量已达68万次。

郑州男童生命垂危
公交车秒变急救车

1.69
万

传播数据： 8 月 4 日，大河客户
端推出有关报道，讲述了
公交车秒变急救车的感人
故事。此后，光明网、中国
网等媒体转载跟进。截至
8月 8日 17时，全网相关
信息达1.69万条。③9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在流量不

清零、取消漫游费等惠民举措陆续

实施的同时，运营商提供的优惠资

费套餐却往往潜藏着种种“套路”，

使不少消费者对降费“只闻其声不

见其实”。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督促电信企业，诚信经营，全面

彻底地落实提速降费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今年6月，我国
手机用户的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已经达
到 4.24GB，远超去年同期的 1.55GB；今年上半
年，我国移动流量平均资费相比2017年年底降
低了46.2%。

然而，不少消费者特别是老用户对于“降费”
的获得感并不强，有的甚至花费更多。

北京的龙先生到广州工作一年，在北京一直
使用的“129元本地不限量套餐”不合适了。龙先
生向运营商客服咨询，对方建议他改用“199元全
国不限量套餐”。

国家大规模降费提速，自己反而越换越贵？
龙先生有点懵。他把自己的遭遇跟同事嘀咕了
一下，一位年轻同事告诉他：“你的运营商有一个

‘19元月租互联网套餐’”，按照龙先生平常的使
用习惯，流量相同的状态下，龙先生的月通讯费
只要55元至60元。

龙先生给客服打电话，要求换成“19元套
餐”。客服对龙先生种种“威逼利诱”，诸如“改过
之后，你以后再也不能换回原先的套餐了，你要想
清楚啊”，最后，不情愿地为龙先生改了“19元套
餐”。果然，龙先生现在实际支付费用每月55元。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电信服务类投诉超过1.6
万件，同比增加26.3%；主要投诉内容是套餐资费
不明确、告知不详实、收费名目繁多等问题。

提速降费：
套餐199元还是19元？

“套路”在面上 降费在“深闺”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得不到降费实惠的
背后，是电信消费套餐的诸多“套路”。

“提速降费整体是不断取得进展的，
但运营商在设计资费过程中，利用消费
者的信息不对称设计种种‘套路’。不解
决这个问题，降费就难以落到实处。”北
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
宝昌说。

现实中，越是忠诚度高的老用户，越
不会钻研资费“套路”，越享受不到降费
实惠。

冯念文说，提速降费不应当成为运
营商与用户之间的“拉锯战”。运营商、
互联网企业等市场主体应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套路”，要用消费者更容易获取
的方式，如实、全面提供服务的真实信
息，让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据新华社广州8月8日电）

降费不应成为“拉锯战”

网友@刘大棚：捆绑销售、设置

隐性门槛、资费只准升不准降……这

些问题何时能解决？

网友@安小小：消费者和运营商

的信息不对称，总是不得不面对各种

“套路”满满的套餐，真让人防不胜防

啊！能不能多点真诚！

网友@晓龙678：消费者屡被所

谓套餐营销的客服电话骚扰，而眼花

缭乱的资费套餐也常令消费者上当

多，受惠少。

网友@圆点：电信套餐到底是省

钱还是挖坑，你说呢？

网友@光辉岁月：希 望 运 营 商

真 正 做 到“ 提 速 降 费 ”，不 要 整 那 么

多“套路”。②25

(本报记者 曾鸣 整理）

年轻同事替龙先生算了一笔账：19 元套餐

虽然只包括 1GB 流量，但超出后可叠加当日有

效的 1 元/800MB 流量包，即使每天叠加一个流

量包，一个月也只要 49 元（19 元+30 元），再加

上通话费，怎么也到不了客服推荐的“199 元全

国不限量套餐”。

套路1：规则复杂要“精算”
虽然手机套餐资费信息都是公开

的，但其使用规则和条件纷繁复杂。

套路2：客服推荐“升多降少”
消费者可以通过咨询运营商客服

来了解和选择套餐，但不少消费者反
映，通常客服推荐的都是高价套餐。

套路3：流量“加油”价格高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尽管整

体的费用看似降低了，但5元/30MB、
30元/500MB的高价套餐外“加油包”
普遍存在，成为“吸费黑洞”。

记者拨打某运营商客服，提出因流量不足

希望更换套餐，客服人员直接建议从目前的 38

元套餐升级到 99 元不限流量套餐。直到记者

主动提出是否可以换成更便宜的套餐时，客服

才表示也可以办理。

河南日报客户端主
播现场体验业务快速办
理。②25 视频截图

套路4：“不限量”套餐
“达量降速”

三大运营商目前
都推出了流量“不限量”套餐，
但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限制条
件，如规定在使用到20GB或
者40GB的流量后会降速，或
者在流量封顶后自动断网。如
果想要恢复到正常速度，则需
要叠加更高价格的“加油包”。

扫描右侧二维码 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陈晨）8月 8日，河南日报新

媒体部推出新闻纪实评书节目《改革开放40年之
晓妍开讲》第六期，为你讲述企业改革的故事。

本期《步鑫生锐意改革 企业家大展拳脚》，
从步鑫生这位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讲起。步鑫生从一个手拿剪刀的裁缝，到全国
知名服装企业的领军人，让时代记住了企业家
这个群体为改革开放做出的努力。40年间，改
革开放为一批批中国企业家提供了大展拳脚的
舞台，而这些企业家也在各自领域，用他们的故
事，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朽传奇！

扫描二维码，听河南日报客户端主播晓妍
带你回望企业家们奋斗的故事！③9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听听《《晓妍开讲晓妍开讲》》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古筝）“先
生，请！”8月 8日 8时 8分，随着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董事长、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在线发出的

“第一声问候”，筹备半年之久的“立方朋友圈”
正式启动，全网“开撩”。

截至当日下午 6时，在不到 10个小时的时
间内，首批入驻立方朋友圈的 5万名“财经先
生”参与这场盛大“开撩式”。据不完全统计，当
天立方朋友圈仅在财经先生平台的总互动数就
高达百万次。而通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各
大媒体平台整体分发后，立方朋友圈东道主负
责人的首次“发声”波及受众突破三千万。

就在立方朋友圈上线首日，以三全集团创
始人陈泽民为代表的近千名知名企业家和商业
精英率先开通了私享频道，他们将接受立方朋
友圈的订制和深度服务。

立方朋友圈有如此热度，是因为在其上线
之前就建立了强大的数据
库。据了解，在酝酿筹备期
间，立方朋友圈就表现出强
大的磁吸效应，吸引了超 5
万名河南企业家和商务精英
的积极入驻，覆盖了金融、地
产、新零售等多个主流行业
和领域。③4

“立方朋友圈”启动
5万名“财经先生”“开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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