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学

本报讯（记者 栾姗）最近“菜篮
子”拎着有点沉，家庭主妇“荷包”感觉
有点紧。9月 12日，省发改委发布《8
月份主要农副产品价格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8月份我省蔬
菜、生猪和鸡蛋等主要农副产品价格
普遍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升物价。

“上个月的菜价上涨得有些离
谱，尤其是上海青和茄子的价格就像
坐上了火箭。”“生猪和鸡蛋也不便
宜，噌的一下子就涨上去了。”记者采
访中，不少群众纷纷表示 8月份农副
产品价格涨得有点“凶猛”。根据《报
告》，8月份我省主要农副产品价格普
遍上涨，从蔬菜、生猪、鸡蛋的类别分
析看：受夏末秋初产地更迭和自然灾
害多重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快速反
弹，受监测的 11 种蔬菜平均价格
2.29 元/斤，较上月上涨 15.66%。生
猪和鸡蛋价格都经历了先降后升的
过程，其中生猪价格出现一波反弹，
属正常季节性回升，平均价格 6.75
元/斤，较上月回升 11.75%；高温天
气产蛋量下降叠加中秋前月饼厂商
备货需求，导致鸡蛋平均价格达到
4.83元/斤，较上月上涨30.19%。

近期，记者走访郑州市郑东新区
黄河东路农贸市场，部分蔬菜经营者
表示，近期随着台风、强降雨结束，蔬
菜价格已有所企稳。据监测，上周我
省受监测的11种蔬菜平均价格“3升
2平 6降”。但同时，也有部分业内人

士表示，随着中秋节的到来，短暂价
格回落后，蔬菜、生猪和鸡蛋价格下
周还会出现上涨。

我省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刨除季
节性上涨和节假日上涨两大因素外，
后期走势还将呈现出哪些变化？《报
告》指出，小麦价格总体平稳、玉米价
格稳中偏强、大豆行情有望上行。省
发改委价格调控处有关负责人分析
说，目前小麦集中收购期接近尾声，
平均价格 1.14 元/斤，已经处在阶段
性高位，短期内难有拉升麦价上行的
因素出现；临时储备玉米成交率止跌
回升，综合多方面因素，预计后期玉
米价格将稳中偏强运行；随着入冬以
后消费旺季到来，国内大豆需求缺口
凸显，国产大豆价格行情有望上行。

根据《报告》和业内人士的综合
分析，总体来说，我省粮食市场库存
充足，但是粮油、肉蛋菜等主要农副
产品价格也有走强趋势，在这些因素
的联合推动下，未来CPI或存一定上
涨压力。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13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执法总队获悉，该部门联
合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制订了《开展全
省严打“百吨王”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从即日起全面推进治
超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百吨王”严重超限
超载货车，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是一种以严重
危害公众出行安全和损害道路基础设
施等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取私利的违法
运输行为。《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
超限超载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已于 2018 年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此次出台《方案》是深入贯彻落实该条
例的具体举措。

“根据相关规定，六轴车的车货总重
不得超过49吨，但一些司机仅所载货物
的总重就有100多吨。”省交通运输厅执
法总队负责人说，针对我省境内“百吨
王”较多的地区和路段，我省将开展集中
整治，依法顶格查处，力争在 2018年年
底前基本消除“百吨王”现象。

《方案》从全面落实定点联合执法、
加大流动联合执法力度、强化源头联合
执法措施、推进高速入口称重劝返、严格
重点桥梁治超执法、实施非现场联合执
法几个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据悉，各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将加快安装高速
公路入口称重检测设备（设施），实行检
测数据和收费站入口发卡系统联动管
理，严防违法超限超载车辆驶入高速公
路，对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实施劝返。对
不主动进入专用检测通道、不按规定限
速的货车，将依法实行罚款记分。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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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9月 13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随着省财政下达2018
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3.5亿元，加
上已提前下达的 71.8 亿元，今年我省
384.7万名困难群众可获中央和省级财
政95.3亿元救助补助资金。

得益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及
时拨付，我省 332.6万名城乡低保对象、
49.7万名特困供养救助对象和2.4万名孤
儿都可享受到国家基本生活救助保障。

据介绍，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由
各省辖市、县（市、区）统筹用于低保、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资
金分配主要参考各地困难群众数量、财
政困难程度、绩效评价结果等，对困难群
众多、工作绩效好、贫困程度深的地区给
予倾斜支持。

按照我省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各地
在及时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同
时，还要加强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的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9月 13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18年度河南省农
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
圆梦行动”启动，郑州大学、河南广播电视
大学等14所本土高校计划招收1.2万名
农民工，其中本科3350人、专科8650人。

为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技术技能及
文化素质，帮助农民工群体有序融入城镇
生活，有效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我省自2016年起实施河
南省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求学圆梦行动”，由政府资助农民工
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建立健全学历与
非学历教育并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模式。

与普通高校本专科人才培养相比，
“求学圆梦行动”培养计划更侧重于提升
农民工岗位胜任能力。“求学圆梦行动”
对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需求，主要设置食品、建筑、轻工、电
子信息、服装服饰、装备制造、商贸合作、
物流、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
农村服务业、“互联网+”等产业领域相
关的专业。③5

□本报记者 李林

9月 13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了解到，总长度305.3公里的
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将一次性全面
投用。这意味着郑州城市交通出行方
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将考验市
民“公交优先”的自律自觉意识。

当日记者在郑州街头随即采访了
多名市民，征询他们对常规公交专用
道投用的看法与意见。

专用道交通史上“头一遭”

公交专用道对郑州人并不陌生。
早在 2009年 5月，省会开通首条快速
公交，历经 9年，形成“5主 61支”快速
公交网络，目前快速公交专用道已达
139公里。

“这 139 公里快速公交专用道加
上支路累计服务市民出行 14.49亿人
次。快速公交主线高峰期18.17公里/
小时的运速，比常规公交线路提升了
23.77%。”郑州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
宋霖介绍，目前，郑州市正在迎接国家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创建验收，作为

考核目标之一，公交专用道建设是市
民优先出行的直接体现。

据介绍，自 2017 年 8 月底，郑州
市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在中原西路、
建设路、文化路等路段正式开工建设，
总长度达305.3公里，建设内容包括标
识标线、隔离设施、违法抓拍等系统，

规模之大、设施之全在省会交通史上
还是“头一遭”。

近七成市民支持“专用”

目前，22条常规公交专用道路的
标牌已完成可施工总量的 93%，抓拍

设备已完成可施工总量的 77%，标线
已完成可施工工程总量的 96%，预计
将于 9月中旬全部完成。长达 300余
公里的常规公交专用道即将启用。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 30名市
民，其中平时以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为
主和以私家车为主的“出行族”各占
50%，结果有 20名市民表示支持专用
道的使用，占到总人数的近七成。

同时，一些被采访人员表示，常规
专用道的使用对大多数公共交通出行
的市民有益，但22条道路中多数为人
流密集区域，建议在高峰时段公交车
单独使用，而在平峰时段可以与社会
车辆混行。

他山之石可借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据了解，国
内外在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的诸
多措施中，都十分重视公交专用道的
建设。巴黎作为“公交优先”理念的发
源地，对公交车道实行了专门“保护”，
虽多数街道狭窄，且 80% 为单行线，
但在主要路段均设置了公交专用道，
不少单行车道甚至开辟了“逆行公交
车道”；伦敦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优先通
行信号十分普遍，市区公共交通出行
分担率达70%。

近年来,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
等多个城市都相继开辟了公交专用
道，其中南京作为国家公交都市第一
批创建城市，公交专用道长达 220公
里，且形成网络，减少城市交通拥堵效
果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在道路资源
同样紧张的情况下，将原来 4.5 米到
5 米的行车道改造成为 3.5 米，“腾
挪”出新的车道，为公交专用道“独
立”运行创造空间，同时，南京公交
专用道还设置了 7点—9点、17点—
19 点的时间段，以此充分利用道路
资源。③4

省发改委发布《8月份主要农副产品价格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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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18105期
“井喷”17注头奖，其中10注头奖花落河南，
出自焦作41088401投注站，为一张单注10
倍票，投注金额20元，成为当期最大赢家。

开奖之后，中奖喜讯不胫而走，20元就
换来 6257 万元大奖，可谓是十二分的幸
运。9月 10日上午，焦作大奖得主刘先生火
速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奖，现场毫无保留地讲
述购彩经历。

“彻夜未眠，完全想不到，真的是意外的
惊喜，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刘先生说，他购
彩有几年了，但很“业余”，有时机选，有时自
选，没有固定的投注方式，也不坚持每期都
买，偶尔想起来了，才会去买几注双色球。

“每次买彩票的时候，我就想着中了几万元
就满意了，从来没想过要中几千万元。”

同时，刘先生购彩有个特点，有时候会
自选一注倍投或一个小复式，守号投注，只

要中奖了，就停买一段时间，然后再购彩。
“我觉得好运不会持续，有时停一下，好运才
能连着来。”据介绍，这次中奖的号码是他前
段时间凭感觉选的，并进行了10倍投注，一
共守了3期便命中巨奖。

然而最“惊险”的是，双色球第2018104
期蓝号开出的是01，这期开出的也是01，为
何刘先生还会购买呢？“上期我没有买双色
球，如果上期买了，能中 50元，那么我肯定
暂停一段时间了，也就不会有现在大奖了。”
刘先生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意外和巧
合。

就这样，好运降临时真的是挡都挡不
住，当晚开奖后，刘先生激动万分，彻夜难
眠。第二天一早，他便赶来领奖，用他的话
说就是早领早安心。现场，刘先生自愿向河
南省慈善总会福彩慈善基金捐出善款50万
元，以此回馈社会。 （张琛星）

彻夜未眠
焦作彩民喜领双色球6257万元

总体来说，我省粮食

市场库存充足，但是粮油、

肉蛋菜等主要农副产品价

格也有走强趋势，在这些

因素的联合推动下，未来

CPI或存一定上涨压力。

自上月以来，在郑州农副产品市场上，蔬菜、生猪等农副产品价格普遍
上涨。图为9月13日郑州某大型超市的蔬菜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相关链接

●私家车占道或将扣分、
罚款

郑州的专用道可分为快速

公交专用道和常规公交专用道

两种，已开通运营的快速公交专

用道属于全时专用，即无论任何

时候，私家车均不能占用。

按照计划，此次设置的常规

公交专用道实行限时专用，即每

天早高峰 7点至 9点，晚高峰 17

点至 19 点半，每条道路上公交

专用道仅限公交车使用，私家车

占用可能受到扣分和罚款。

●专用道一般设在最右
侧，私家车咋右转？

对双向六车道或八车道的

道路，在早晚高峰时间段，私家

车行至路口时，可跨过或变道至

公交专用道右转。对于双向四

车道，私家车在路口右转时可与

公交车专用道共用车道。②46

●22条公交专道在哪？

中原西路、建设路、科学大

道、嵩山路-五龙口南路、文化

路、京广路、花园路-紫荆山路、

东风路-东风南路-经开第八

大街、金水路、三全路、大学路、

经三路-城东路-紫辰路、东西

大街-郑汴路、航海路、莲花街、

桐柏路、天河路-江山路-南阳

路、紫荆山南路、未来路、黄河

路、商务外环、国基路。

9月 11日，郑州净秀公园附近，鼓声阵阵，口琴和鸣。敲“鼓”者是“音乐老顽童”杜文学。老杜今年67岁，退
休前是郑州铁路局的一名工人。退休以后，老杜把废旧塑料桶当架子鼓玩。为了这套“鼓”，他走遍了郑州的废品回
收站，看到塑料桶，就敲几下，听听响，感觉音质不错就买回家。老杜说，用桶代鼓，除了方便“提桶就走”，还能让自
己身心愉悦，把快乐带给其他人。②4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东华 吴智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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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花园路上一处路口公交专用道右转变道指示牌 ②7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田育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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