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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相 关 规
定，我省残疾
人“ 两 项 补
贴”标准均不
低 于 每 人 每
月60元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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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

天气

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019年元旦

之前，强冷空气将在我省“盘桓”，大风、
雨雪、降温轮番上阵。

12月 27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
本次冷空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
温幅度大，全省过程降温幅度为 8℃~
10℃；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31 日早
晨，西部山区为-12℃ ~-10℃，北部
为 -9℃ ~-7℃ ，其 他 地 区 为 -7℃
~-5℃。

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28日，三
门峡、洛阳、南阳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雪
或零星小雪；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29
日，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雪；其
他地区多云。30 日，北中部阴天间多
云；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零
星小雪。30日夜里到 31日，降水自西
向东逐渐结束。

气温急剧下降加上降雪，会给温室
蔬菜生产带来一定问题。农业气象专家
介绍，此次过程降温幅度较大，温室大棚
内温度也会明显降低，需要做好保暖工
作。温度较低的大棚可适当加温，同时
可在草苫、棉被上覆一层薄膜，既减少大
棚内热量的流失，又防止雨雪浸湿草苫、
棉被降低其保温性。

同时，专家建议，可在雪前对蔬菜根
部进行培土，或在冻害发生前对叶面喷
洒植物抗寒剂或抗逆增产剂，提高蔬菜
抗寒抗冻能力。③8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郝晓
龙）12 月 27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
到，截至目前，我省2018年残疾人“两项
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资金发放任务圆满完成，共
发放补贴资金15亿多元，惠及172万多
名残疾人。其中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的有76万多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的有96万多人。

2018年，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
作再次被纳入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目
前，全省 202个县级单位（含工区、示范
区、管理区、高新区、开发区等），全部完
成了全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发放工
作，增强了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按照相关规定，我省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均不低于每人每月60元。郑州
市、平顶山市
和汝州市、兰
考 县 、固 始
县 、新 县 等
地，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适
当 提 高 了 残
疾人“两项补
贴 ”保 障 标
准。其中，郑
州 市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为 每 人 每
月 120 元，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为 每
人每月100元。

此外，巩义市、濮阳县和南乐县等
地，还将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纳入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覆盖面，对当地
做好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起到很好的助
推作用。③8

雪不大 但很冷
大棚蔬菜需做好防冻

今年残疾人“两项补贴”
发放到位
惠及172万多名残疾人

本报讯 （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殷
广华）“现在办理临时身份证真快、真方
便！”12月 27日上午，漯河市民娄女士
从位于家门口的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万金警务队拿到了自己的临时身份证。
这是漯河市用临时身份证制证一体机办
出的第一张临时身份证。

过去办理临时身份证，漯河市民需
要到公安分局定点办理，两三天才能拿
到手。为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水平，12
月 25日，漯河市公安局为市区各分局所
属的28个警务队全部配备了临时身份证
制证一体机。12月27日，28个警务队户
籍窗口正式启动临时身份证“一站式”速
办模式，将办理时限由 3天缩短为 3分
钟，从而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市区户籍窗
口临时身份证办理“立等可取”全覆盖。

“过去办理临时身份证，一个公安分
局只有一个受理点，办证效率较低。现在
通过下放权限、简化流程、改进工艺，全部
实行‘单证速办’。”漯河市公安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群众在申请办理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后如急需用证，可就近申请办理临时
身份证，符合条件的，当场就可办结。③8

基层民生观

漯河：

市区办临时身份证
“立等可取”全覆盖

四通八达“郑”出发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27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中国铁路总公
司和河南省政府批复了《郑州铁路枢纽
总图规划（2016—2030年）》（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郑州站、郑州东站、郑州南
站、小李庄站作为郑州铁路枢纽的四大
客运站连通全国。

客运枢纽方面，原郑州站的普通客车
通行作业将转移到新增加的小李庄站，郑
州站以动车作业为主，郑州北（规划客
站）、大关庄、岗李站预留发展为重要客运
站节点车站，还将同步新建铁路枢纽联
络线，规划陇海外绕线，规划郑州南—登
封—洛阳城际铁路等。货运枢纽方面，规
划形成“1+2+N”三级物流节点网络，其中
圃田（含占杨）为一级物流基地，上街、薛店
为二级物流基地，广武为三级物流基地，规
划圃田西等城区内既有铁路货场转型升
级为城市物流配送中心，郑州东、郑州南
等动车段预留办理高铁快运作业条件。

按照《规划》，到2030年将形成衔接
石家庄、济南、徐州、阜阳（合肥）、武汉、
重庆、西安、太原等 8 个方向，京广、徐
兰、郑万、郑太、郑阜、郑济高铁，京广、陇
海铁路等干线，以及郑州至开封、新郑国
际机场、洛阳等城际铁路引入的环形放
射状大型铁路枢纽。

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
分析说，依托郑州铁路枢纽，中原城市群
将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与新郑
国际机场通过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无缝
衔接，构建辐射全国的高铁“1小时”核
心圈、“3 小时”紧密圈和“5 小时”合作
圈，来吸引河南乃至全国的旅客到郑州
机场乘坐飞机出入境，实现中原大枢纽
由国内向国际转变。③8

本报讯（记者 孙静）12 月 27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即日起，
郑州海关对郑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
运航班全面推行“7×24小时”通关
保障，这意味着国际航班可在郑州
机场实现“全时段”起降，出入境旅
客也可随到随检，快速通关，郑州
机场也由此升级为“全时段”的国
际机场。

“‘7×24 小时’通关政策的实
施，是郑州机场客运量迅猛增长的现
实需求。”郑州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刘
延林说，随着郑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的深入推进，郑州机场的国际航班越
来越密集，出入境旅客日益增多，对
通关便利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了解，郑州机场在去年首次
实现了客货运吞吐量中部“双第
一”，今年以来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截至目前，已开通客运、货运航线
242条，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517万
人次，其中国际（地区）航线已达 56
条，仅今年前 11 个月，接待出入境
旅 客 就 达 16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1%，增速创历年新高。

发展倒逼改革，随着国际航班
的增多，郑州机场海关也在不断调
整监管模式。“从最初夜里 12 点停
止通关，到后来通关时间延长到凌
晨 2 点，再到本次全面取消时段限
制，大开‘便利通关’之门，郑州海关
以服务方式的变革全力助推郑州建

设国际航空枢纽。”刘延林说。
“‘7×24小时’通关，对郑州机

场国际客运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河南机场集团营销委国际航线主管
陈曦说，这让出入境旅客在航班上
有了更多选择，也将吸引更多旅客
将郑州作为国际出发站或抵达站，
直接提升郑州机场的国际客运量。

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红利
也将被释放。陈曦介绍，有了“全
时段”的通关保障，郑州机场将深
挖客运潜力，吸引更多国内外航空
公司利用现有的夜间空闲时刻，增
加到郑州的国际客运航线，进一步
扩大郑州“空中丝绸之路”的朋友
圈。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27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铁路元旦假期旅客运输即将启动，
自2018年 12月 29日至2019年 1月1
日共4天。

据了解，铁路元旦客流以学生流、
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直通客流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
都、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管内客流集
中在洛阳、南阳、商丘、焦作等城市，郑
州车站、郑州东站省内换乘客流较大。

元旦期间，郑州铁路部门将增开
管内高铁临客列车 10.5对，主要往返
郑州与安阳、商丘、焦作、洛阳、新郑机
场等之间。

铁路部门提示，元旦假期开行临
客列车的具体车次、开行日期、停靠站
等信息均以12306网站或各大车站公
告为准。③6

《郑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2016—2030年）》获批复

元旦出行小高峰

中铁郑州局
增开高铁10.5对

“7×24小时”通关

郑州机场升级为“全时段”国际机场

千年传承
“仙女织”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张宝友 摄影报道

12月 26日，鲁山县仙女织工贸有限公司的民间工匠在制作鲁山绸。鲁山绸被誉为“仙女织”，以色泽柔和、丝缕匀称闻
名，唐代已为宫中贡品。1915年，鲁山绸在万国博览会上曾获得金奖。断代近40年后，民间工匠们以挖掘、恢复、传承鲁山绸
为己任，通过遍访民间老艺人，收购民间传统织机，经无数次实验、改进，如今已恢复量产。该公司现有养蚕、缫丝、刷经、织
绸、炼染等技术人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十人，以全手工缫丝、织、炼、染，最后制成衣服和床上用品。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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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工匠们在展示成品

图② 钩缯工序

图③ 牵经工序

②②

郑州站：
西向、西北向动车

主要办理西安、太原方
向动车始发终到，以及西
安、太原方向到武汉、合肥
方向，太原方向到徐州、重
庆（襄阳）方向动车通过。

郑州东站：
北向、东向及部分南
向动车始发终到

主要办理石家庄、济
南、徐州、武汉方向及部分
重庆、阜阳方向动车始发
终到，以及石家庄、济南、
徐州方向到西安、武汉、重
庆方向，石家庄方向到合
肥方向动车通过；兼顾部
分开封、新郑国际机场方
向城际动车。

郑州南站：部分北向动车始发
结合区间能力利用情况，近期办理石家庄、济南、太原、西安

方向部分动车始发终到，以及石家庄、济南、徐州方向到重庆方
向，西安、太原方向到合肥方向动车通过；区域城际动车始发终
到及通过。远期结合车站周边区域发展、城市综合交通配套等
情况，逐步负责南向承担合肥、万州方向动车。

小李庄站：普客枢纽
主要办理各方向普客始发终到

及通过，以及西安、太原方向到合肥、
万州方向部分动车通过。

文字/栾姗 制图/王伟宾

四大客运站
连通全国

（上接第一版）
精与细，体现在综合整治的方法

上。针对全区 245处施工工地，打造
一批绿色示范施工工地；针对铁路沿
线和高速沿线违章建筑，打造违章建
筑拆除示范点；针对建成区社区精细
化管理，打造示范道路和示范商业街；
针对未征迁村庄，集中开展“脏、乱、
差”治理，打造农村卫生整治示范点；
针对49处群众临时安置点，打造安全
生产示范点等等，形成了以点带面、整
体提升的良好效应。

精与细，体现在一项项具体工作
中。围绕10大工作任务，郑州经开区
又细分 50余项子项，建立问题台账，
确保事事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去落
实；在全省率先投用新型环保移动执

法平台，为全时环保执法提供更强保
障；推行“路长制”，建设智慧环卫平
台，提高道路清扫效率，坚持“以克论
净”；各办事处、村（社区）创新举措，坚
持每周“全城清洁行动”，全面清除道
路两侧、市场、工厂、村庄周边积存的
垃圾、渣土和废弃物，开展违章建筑拆
除和生态绿化整治，打造城市美丽风
景线……

精与细，体现在一组组实在的数
据里。环境综合整治以来，郑州经开
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显著提高。其中，硬化、维修道
路近50000平方米，完成14条道路整
修，更新人行道板 1000多平方米，新
增生态绿化面积30余万平方米（今年
已新增生态绿化面积210万平方米）；

建成公厕 63座、投用 27座，建成投用
环卫中转站 2座；完成 107辅道等绿
化项目9个，建成公园游园 4个、生态
廊道 2个；提升和改造农贸市场 4个、
专业批发市场 7个；创新管理运营机
制，积极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城市
道路管养、支路背街管理、老旧小区改
造等工作全面铺开，着力增水增绿、增
文化、增景观，切实提升城市品质。

“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
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
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
叶。”帕特里克·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
市》一书中如是写道。

如今的郑州经开区，正在这场动
真碰硬的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中实现
着这样的“美丽蜕变”。

狠下“绣花功夫” 力促“美丽蜕变”
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0006753951198）拟 吸 收 合 并
河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000092529541J）。 吸 收 合 并
前，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万元，河
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0.00 万元。吸
收合并后，河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注销，河南农开投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
71000万元。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严格按照《融资担保公
司监督管理条例》及监管部门要求依
法合规经营。

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日内，可根据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担保。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相应债务将
自本次合并完成后由河南农开投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吸收合并及注
销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河南农开投
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省畜牧业
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为吸收合
并事宜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完整。

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俊崧
联系电话：0371-58558763

公告人：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 12月27日

公司吸收合并暨注销公告

目前正值岁末欠薪高发期，
为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郑州市金水区
北林路街道联合劳动监察部门开
展“情系农民工，法律援助在行
动”农民工维权暨返乡创业宣传
活动。

此次活动重点宣传《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
法律法规，同时围绕劳动用工、劳
动保障、劳动合同、工伤赔偿等问
题开展宣讲，让农民工进一步了
解法律援助对象、受案范围、途径
和程序等，强了农民工的法律意
识、维权意识。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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