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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王冰珂）扫码、支付、抬杆……11月
27 日，平顶山市市民张先生办完
事，来到附近的智慧停车场驾车离
开，“闲置边角地变成停车场，方便
的还是咱老百姓。”他说。

近日，平顶山市首个利用城市
边角用地建设的智慧停车场正式投
用，共有停车位 92个，具备智慧停

车、新能源汽车充电、电动自行车充
电、自动洗车等综合功能。

此处原是老旧综合市场，后规划
为建设用地，但由于工程停工，基坑
长期蓄水，严重影响城市景观。而不
远处的鹰城广场，每逢周末、节假日，
大量来此游玩的市民却无处停车。

今年 6月份，平顶山在推进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中，将此处纳入建
设路示范路段街景整治范围，考虑
到此区域停车难问题，在此规划建
设一座智慧化、生态型公共停车场。

“停车场采用高清晰车牌识别
技术、互联网支付手段，能够实现无
人收费。车辆信息实时上传大数据
监控管理平台，方便停车场后台管
理。”停车场工作人员张豪鹏说，“同
时，有 8个摄像头全方位监控，保障
车辆安全。”

停车场按照海绵城市标准进行
规划。主道路采用聚胺酯材料铺
就，渗水率达90%以上；停放区采用
生态型植草砖铺设，使积水及时下
渗。此外，停车场内设 6个雨污窨

井，连接建设路主管道，保证大雨天
气停车场内不会出现大面积积水。

在停车场的进出口处，张贴着
收费标准：“15分钟内免费，两小时
内5元，超过两小时按每小时1元累
加。”据介绍，每12个小时为一停车
周期，周期内封顶 10元，超过 12个
小时重新计算费用。

“下一步，我们将会利用更多的
小块闲置土地，打造便民停车场，让
群众能安心停车。”平顶山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11月 27日，记
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获悉，为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持续改
善空气质量，该区决定在城市限行区域
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和货运车辆禁行
措施。

该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限行区
域为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太湖路以
南、豫州大道以西、南海大道以北区域
内的道路，但不包含以上四条道路及迎
宾大道，也就是说从京港澳高速及机场
高速进入新郑机场接送机的车辆并不
受限行影响。

限行的具体时间为：对各类货运车
辆在以上限行区域内全面禁止通行，办
证车辆除外；对其他车辆自 2018 年 11
月 28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每天 7时至
21时实施限行，部分特殊车辆除外。

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广大交通
参与者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提前选择交
通方式，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用于婚丧
嫁娶的车辆、乘坐危急病人的车辆违反
限行规定被查处的，可向交警部门说明
情况，经查证属实的，不予处罚。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王平 通讯
员 马甲恒 卫永强）12 月 1日是“世界
艾滋病日”。11月 27日上午，河南省艾
滋病检测咨询月启动，随着第一个艾滋
病病毒尿液检测包在位于漯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的自动售货机中成功售出，全
省首个高校艾滋病病毒尿液传递检测项
目正式启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艾滋病病毒尿液
检测包放置在一台特制的自动售货机
中，检测包售价 30元，里面附有详细的
检测说明，购买者可以自我采样，将样本
投入到标本收集柜后，通过尿液检测包
内的编号在网络上匿名查询送检过程及
检测结果。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
人李自钊说，尿液传递检测，一是非常安
全，不用抽血，自己就可以做。二是非常
注重保护隐私。

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人数不断
增加，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称，全国还有不
少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

据了解，漯河医专已投入使用的尿
液传递检测设备是我省高校中的首台，
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也
在相继申请安装中。③4

郑州航空港区今起限行

接送机不受影响

更安全 更隐私

艾滋病病毒尿检包
首进我省高校

□本报记者 王先亮

随着汽车在居民家庭中普及，润滑
油渐渐成为居民生活常见物品。由于大
家对润滑油产品认识刚刚开始，我们容
易将润滑油与汽柴煤油混为一谈，从而
对“润滑油”产生误解。润滑油作为人们
生活常见的大众物品，近日，针对百姓关
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润滑油行业资深
人士，为大家揭开润滑油的面纱。

什么是润滑油？润滑油起什么作
用？润滑油顾名思义，最大的作用就是
润滑。日常所开的汽车里，发动机、变
速箱、后桥等内部各个零件，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相对运动，为了减少它们之间
的阻力，减少零件的磨损，就需要润滑。

现代的车用润滑油绝大部分是从
石油中提炼出来，大致有这么几个作
用：1.润滑运动部件，如发动机活塞、凸
轮轴、变速箱齿轮、轴承等等；2.冷却，
如带走发动机活塞燃烧高温，变速箱
齿轮接合部位高压下的高温等；3.清

净，如发动机里燃烧产生的油泥、变速
箱进去的水分和灰尘等，这些污染杂
质，都需要润滑油来溶解，容纳，避免
对机械运转产生不良影响。

常见的润滑油产品有哪些？生活
中常见的润滑油分为工业润滑油和车用
润滑油两大类。其中，车用润滑油油包
括发动机油、水箱及冷却系统用油、齿轮
油、刹车及离合系统用油、润滑脂等。常
说的润滑油一般指的是车用发动机油。

生产润滑油是否有毒有害？润滑
油产品及其原材料中的基础油和添加
剂均为高沸点、高分子量混合物，其开
口闪点均在200℃以上，燃点在230℃
以上，属于黏度高、闪点高、不易挥发
的液体，不属于易燃物。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2014）火灾危
险分类中属于丙类，在《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火
灾危险分类中属于丙B类。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润滑油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内。
普通的矿物质润滑油生产工艺属于常
温常压下的物理调和过程，无化学反
应，中间产物不涉及危险化学品介质。

润滑油生产过程中是否有异味？
目前的润滑油生产一般采用 SMB、
ABB等先进的管道调和系统,整个生
产过程均在油罐和管道等密闭系统中
进行，与外界无接触。在生产过程中
没有异味挥发。

润滑油生产厂址的卫生防护距离
是多少，对周边居民区和学校等敏感
点有何影响？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
生 防 护 距 离》（SH3093-1999）的 要
求，“石化项目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

间 的 卫 生 防 护 距 离 一 般 不 应 小 于
150m，当小于 150m时应根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周边居民区
和学校等所有敏感点位于 150m卫生
防护距离以外即可。

润滑油生产是否会对地下水和土
壤产生影响？现代化润滑油厂区均需
建设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收
集池、事故水池、罐区围堰等设施，污
水装置处理规模可根据厂区规模大小
确定，目前润滑油企业基本采用双AO
处理工艺，生产和生活污水收集到污
水收集池，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的标准要求。

目前的润滑油生产中，对生产厂区
一般采取雨污分离、分区防渗的方式，在
防渗区建设防渗地坪，污水经收集、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后通过专用管道排放至市
政污水管网，不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润滑油是否存在火灾和爆炸危
险？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
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79号）进行辨识，润滑油压力管
道及压力容器均不在重大危险源的申报
范围内。润滑油产品及其原材料不属于
易燃品，火灾危险分类中属于丙类，属于
火 灾 危 险 性 较 低 类 别 。 依 据
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
火规范》第4.1.9条的要求，存储上述物质
的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
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应大于75米。

2017年11月23日，位于山东省青
州市鲁光润滑油有限公司气体分离塔
发生爆炸。根据公开的信息报道，山东
省青州市鲁光润滑油有限公司除生产

润滑油产品外，存在生产润滑油的上游
产品——润滑油基础油，而基础油的生
产原料主要为原油，由原油加工、裂解、
提炼成基础油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气体
分离塔等设施，存在火灾爆炸的风险。
一般矿物质润滑油生产中，直接采用润
滑油基础油与添加剂进行物理混合的
方法生产润滑油，不涉及原油提炼工
艺，无气体分离塔等设施，不存在发生
气体火灾爆炸的风险。

2018 年 10 月 28 日晚，天津大港
中外运长航 5 号润滑油仓库发生火
灾。天津润滑油仓库火灾中仓库存储
的是润滑油和一些塑料颗粒物，没有
其他易燃易爆物品，燃烧产生的气体
不会产生次生灾害。其火灾主要原因
为中外运长航 5号仓库管理问题，与
润滑油产品本身特性无关。

了解科学、走进科学，通过对润滑
油产品生产工艺和产品特性的深入了
解，可以看出润滑油是一种安全、环
保，无污染的大众消费品。

走进科学，了解润滑油产品、安全及环保知识

闲置边角地变身智慧停车场

158所省级示范幼儿园与316所薄弱幼儿园结对帮扶

园帮园 手拉手 齐步走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袁楠）又到周末，很多孩子期
盼能睡个懒觉，然而对新乡市外国语小
学二八班的57名学生来说，这一天他们
比往常起得更早。

11月 24日，早上 6点 45分，寒意尚
浓，几名小学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新乡
市人民公园西门一家早餐店，领到预定好
的早餐后，他们开始熟练地进行分类。

“爷爷（奶奶）辛苦了！”带着一句暖心
的问候，孩子们轮流将一份份热腾腾的早
餐递到已经排起队的环卫工人们手中。

“谢谢孩子！”接过孩子递上的早餐，
67岁的环卫工人王庆兄十分开心，“多
亏了孩子们的爱心早餐，让我在干活的
间隙能吃上热饭。”他说。

早餐是新乡市一家名为榴心社工服
务中心的公益组织免费给环卫工人提供
的，去年9月16日开始，当时还是新入学
的新乡市外国语小学一八班就和该公益
组织联合，约定每周六由孩子们担任小志
愿者，帮助他们为环卫工人送免费早餐。

作为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二八班学
生尤梓航的爸爸尤芳海同时也是该公益
组织的志愿者，他希望这个活动能带动
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中来。

孩子们的这份爱心和坚持感动了很
多人，就在前不久，省慈善总会专门对孩
子们进行表彰，授予该班级“爱心班集
体”荣誉称号。

“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
们一直都在强调爱心的重要性，但是具
体怎么去做才能把爱心的理念传递给孩
子们？”省慈善总会网络募捐部部长胡英
芝说，这种活动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
让孩子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远比单纯
地说教更能引导孩子。③6

新乡 57名小学生坚持一
年多为环卫工送早餐

一班小学生
温暖一座城

11月27日，郑州市文博广场银杏林下，金灿灿的银杏叶铺满了大地，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拍照。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民生速递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 月 27 日
记者获悉，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优秀科普作品奖”揭晓，我省收获颇丰，
有三部作品入选。

此次共评选出科普图书类金奖作
品10种、银奖作品20种；科普影视动画
类金奖作品 5种、银奖作品 10种；青年
短篇科普佳作金奖作品 4篇、银奖作品
10篇。其中，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刘
兴诗爷爷讲地球》获得科普图书类金
奖、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出品的《保
护家园——城市家庭火灾的预防和扑
救》获得科普影视动画类银奖、河南电
影电视制作集团联合北京两家单位出
品的《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获得科普影
视动画类金奖。③9

我省三部作品获“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这些作品值得一看

近年来，我省学前教育快速发
展。据统计，2017年全省幼儿园已达
2.06万所，在园幼儿 424.93 万人，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6.45%，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学前教育的城
乡、区域、园际差距仍比较明显，这些
差距不仅表现在办园条件，更表现在
管理水平、教师素质、保教质量上。

“学习三字经”“学习英语”“复习
‘开心识字’”……这是记者在某乡镇
中 心 幼 儿 园 看 到 的“ 一 日 活 动 安
排”。“我们的部分老师缺少系统保教
知识，园所管理、文化建设上也有很
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针对性的帮扶
非常渴望。”这家幼儿园负责人说。

“我们希望充分发挥示范园的作
用，带动薄弱幼儿园发展。开展各级
示范幼儿园创建工作就是为了引导其
坚持普惠性的发展方向，促进其持续
发展和示范作用发挥。”省教育厅基教
二处副处长李松原说，我省采取示范
园“有进有出”的动态评估，各地也建
立了示范幼儿园的相关评估管理办
法，以确保示范园具备带动区域薄弱
幼儿园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实，早在2015年我省就发文，
支持 500所市级以上示范幼儿园开
展结对帮扶试点工作,带动 1500所
左右薄弱幼儿园全面提升质量。此
次学前教育结对帮扶覆盖面更广，
针对性更强。

由省教育厅统一安排省级示范
幼儿园对口帮扶工作，各省辖市、各
县（市、区）分别统筹安排相应示范
幼儿园帮扶工作，乡镇中心幼儿园
对口帮扶所在乡镇村级幼儿园，建
设“省—市—县—乡—村”四级结对
帮扶网络，力争一所不落。在广覆盖
的基础上,每所帮扶幼儿园结对帮扶
一个区域，同时，在区域内选定至少2
所薄弱幼儿园（其中至少1所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不得选择高收费民办幼儿
园）点对点帮扶，更精准有效。

结对帮扶方式上可选择专题
培训、巡回指导、送教下乡、课题合
作、师徒结对等，内容上应围绕发
展理念、园所文化、师资建设、保教
质量等方面进行，尤其是要通过传
播科学的学前教育质量观，帮助薄
弱园实施游戏化和生活化课程。

推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倍增

我省学前教育稳步发展

11月 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6.45%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17年

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
普惠性资源覆盖率稳定在85%左右

我省提出到2020年

文字整理/周晓荷 制图/张焱莉

我省幼儿园总数达到2.06万所

在园幼儿424.93万人

为推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倍增，
部分地市也陆续进行了一些探索，比
如开封市“成长联盟”帮扶活动、郑州
市“百园扶百园”帮扶活动等。

一批薄弱园由弱变强，一批基础
不错的幼儿园再上新台阶。“我们得
到了七彩阳光潜能开发幼儿园、河南
大学幼儿园两所优质园手把手地帮

扶指导，保教质量怎么提升、园所文
化怎么构建，他们教得非常细致。”通
许县直第一幼儿园园长蔡巧英说，在
省级示范园带动下，去年该园也完成
了“省级示范园”的蝶变。

一个个示范幼儿园的涌现，将
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更多更优质的
选择。③4

小学生在
给环卫工分发
早餐。② 26
袁楠 摄

我省幼儿园结对帮扶

开启了“升级版”。11月 27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已启动每两年为一个

周期的学前教育结对帮扶

工作，通过织密“省—市—

县—乡—村”四级结对帮扶

网络，发挥各级示范幼儿园

辐射作用，带动全省薄弱幼

儿园全面提升质量。目前，

省教育厅已首批确定 158

所省级示范幼儿园联系158

个县（市、区）316所薄弱幼
儿园。

为薄弱园“解渴” 织密精准帮扶网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