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364亿元

今年将新建湿地
公园 1处，新增湿
地面积700亩

7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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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 月 11 日，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省仍多雨
雪和大雾天气，特别是13日（正月初九）
到 14日（正月初十）我省将再次出现大
范围雨雪天气，需加强防范对交通运输
及春运返程的不利影响。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13日到 14日，
南部、东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他
地区有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全省东北风
4级左右。15日，东南部阴天，部分地区
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16日
到17日，全省多云到阴天。

目前，我省土壤墒情仅豫北、豫西
北、豫中等地的部分田块出现轻度以上
旱情，大部分地区墒情较好，对冬小麦安
全越冬较为有利。根据当前墒情苗情，
农业气象专家建议，播种偏晚、苗情偏弱
以及土壤偏湿的田块待雪融化后要及时
清沟理墒、划锄松土，以提高地温，保证
麦苗安全越冬。同时，我省冬小麦将在
2月中下旬陆续进入返青期，各地应针
对不同墒情和苗情，对弱苗麦田适当追
肥，促进冬小麦苗情转化升级，以弥补冬
前生长量的不足。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宋敏）2 月
12日，记者从郑州市获悉，覆盖郑州地
铁全线网的郑州地铁·商易行 APP 将
于 14 日正式上线，届时郑州将成为全
国首批一步到位实现“自发码、全通道、
双兼容”开通手机二维码扫码过闸乘车
的城市。

据悉，目前，郑州地铁闸机改造工作
和软件研发已经全部完成并进入最后的
测试阶段。今后在郑州乘地铁，只需刷
手机，无需零钱，也不用买票办卡，郑州
市民将率先体验到这一新科技带来的轻
松、便捷。

首次使用的乘客，只需下载安装郑
州地铁·商易行 APP，手机注册并选定
优先支付方式，进站时打开 APP 点击

“乘车码”，将乘车码放在地铁闸机扫码
窗口上轻松一扫，便能过闸乘车。

据介绍，郑州地铁·商易行 APP正
式上线后，将推出“你乘车我买单 十五
万单等你来享”活动。2月 14日至 28日
乘客下载郑州地铁·商易行APP扫码过
闸乘坐地铁，每日新注册用户前1万名，
当日乘坐地铁首单仅需 1 分钱。使用
APP搭乘地铁还能累积绿色出行行程
公里数，所积地铁公里数可以兑换积分，
将在未来开启更多福利活动。③6

我省将再迎
大范围雨雪天气

2月14日起

郑州所有地铁站
均可扫码乘车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春节长假也
是消费“黄金周”，河南人刷卡消费不手
软。2月 11日，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发
布我省最新春节消费数据，春节假期（2
月 4日至 10日），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新
高，交易总金额达 364亿元，其中 POS
机刷卡303.1亿元，同比增长91.02%。

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消费构成来看，购物、娱乐、餐
饮、出游四大类消费是今年春节长假消
费支出的主力军，在日常消费中占据绝
对优势，也符合我省经济稳中向好、居
民消费升级的总体趋势。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传统节
日，老百姓自然少不了“买买买”。银联
发布的数据显示，河南人为了欢度春节，

在商场和超市分别刷卡消费了78.4亿元
和4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25.3%和
118.8%。在吃和玩方面，分别刷卡消费
了 20.96亿元和 25.73亿元。银联数据
显示，春节期间，我省餐饮消费达到90.6
万笔，笔均消费高于去年同期，说明我省
居民越来越追求品质餐饮服务。

旅游消费持续走高。今年春节假
期，旅行社、大型景区售票、宾馆住宿等
与旅行相关消费同比增长超过 100%，
其中宾馆消费同比增长 100.32%，旅游
售票类同比增长 160.62%。中国银联
河南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尤其是在出
境游方面，中国游客在 174个国家和地
区可以使用银联卡，是旅游刷卡增速迅
猛的一个重要原因。③6

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人们消费
品质的不断提升，春节出境游成为热
潮。2月 12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
春节假期(2 月 4日至 10日)，郑州机场
海关共监管进出境航班 289架次，验放
进出境人员4.44万人次。

“我省出境游需求旺盛，与往年相
比，今年春节期间郑州机场共增加旅游
包机 20架次。”郑州机场海关值机科负
责人余金宝说，旅游包机的增多为我省
居民在家门口选择出境游提供了更多
出发时间段和地点，让出境游变得更加

便利。
河南人春节出境游最喜欢去哪

儿？据介绍，我省出境游客的目的地主
要为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以中青年人群为主，拖家带口的“家庭
式”出游越来越多。

为保障郑州机场进出境旅客便捷、
顺利通关，郑州海关多措并举，提供全
天候通关服务，确保出入境航班随到随
检，同时通过自助查验设备、增开老弱
旅客绿色通道和大客流应急通道等提
高通关效率。③5

中国银联发布数据显示，2月 4日至10日，银联网络
交易总金额达 1.1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1.4%。中
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称：“今年春节老百姓更舍得花
钱，不论是孝敬老人、奖励晚辈,还是犒劳自己，支付交易
都有显著增长。特别是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增长迅速，
成为今年过年的消费亮点。老百姓不仅追求身体健康，
也注重文化熏陶。”

银联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滑雪、健身等运动类消费
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2倍，赏话剧、看电影等文娱消
费支出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1倍。

与此同时，今年春节假期旅游消费持续走高。银联
数据显示，旅行社、大型景区售票、宾馆住宿等与旅行相
关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九成。

时下，出境跨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支付机构的海外
布局也在提速。目前，中国游客已经可以在 174个国家
和地区使用银联卡。随着受理环境逐步完善，越来越多
的出境游消费者可以选择手机闪付、二维码支付等更便
捷的移动支付方式。数据显示，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
码支付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近12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近年来，境外使用移动支付消费
的人群结构正悄然发生变化。从城市分布来看，来自上
海、北京、广州、深圳的居民仍是春节境外消费的主力军，
但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春节出境游消费增速引人注目。从
年龄结构来看，80后和 90后多习惯使用手机境外支付
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选择移动支付的中老年群体增
速也较快。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微信用户中 90后出境游的人
数占比超三成，支付宝用户中60后境外游消费人数同比
增长近130%。

“三四线城市居民和中老年人在境外使用支付宝的
高速增长，说明境外移动支付正在快速普及。”支付宝
国际事业部总监陈嘉轶说，如今全球各地迎来了移动
支付热潮，支付宝已覆盖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春节期间，全球 100个商圈成为中国游客的“不带钱包”
出游目的地。

春节前夕，尼尔森联合支付宝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
出境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32%，越
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境外可以延续手机付款的习惯。

业内人士表示，春节假期支付交易呈现出交易量高、
峰值时点压力大、参与机构众多等特点，每一笔支付交易
背后都凝聚着整个支付行业的付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出境跨年成潮流 移动支付更便捷

“不带钱包”也能寻找诗和远方

河南人刷卡消费买了啥

河南人出境游爱去哪儿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李林）2月 11日，记者从郑
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上获悉，
郑州以“大生态”促“大发展”，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净、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中国示范城市。

让城市拥有更多“绿肺”。2019年郑州计划完成营
造林 16 万亩，提升廊道绿化
684公里，绿化面积 2230余万
平方米。谋划启动建设森林公
园5个，完成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6处。新建湿地公园1处，新增
湿地面积700亩。

让洁净的河流潺潺流淌。
计划新增供水能力 5 亿立方
米，治理河流长度 20公里，国
控地表河流责任目标断面水质
达到目标要求，地表水好于 V
类水质。

为城市“镶”上“绿边”。新发展环城都市生态农业
10万亩，建成环城都市生态隔离圈38万亩，建设高标
准“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1万亩。

城乡一并提升承载力。中心城区新增污水处理能
力15万吨/日、污泥处理能力550吨/日，新增生活垃圾
处理能力 4000吨/日，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70%
以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全部通过省级达标验收，
完成552个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

让“公园”串联整个城市。持续推进中心城区400
个公园、微公园、小游园建设，开工建设郊野公园 15
个、建成5个，市区完成新建绿地1000万平方米以上，
园林式居住区年提升率10%以上。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
静）凭借市图书馆的借阅证，就可以免费从书店借走一
本在售的最新书籍——在濮阳市，“您选书，我买单”活
动点燃了市民的新春阅读热情。

2月 11日，作为活动定点书店的华英书苑刚开门
营业，梁海霞夫妇就走进店内开始挑选书籍。在出示
了图书馆借阅证后，梁海霞很快办好了借书手续。

“每个证件可以借走一本单价在 100元以下的新
书，只要在30天内将书还至市图书馆服务台，读者就不
用支付任何费用。”据华英书苑的工作人员介绍，活动自
2月7日开始后，每天都有市民源源不断地参与进来。

“市图书馆每年采购书籍的次数有限，‘时间差’不
可避免。市民在春节期间的闲暇时间比较多，也有个性
化、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濮阳市图书馆馆长李文峰说。

历数近年来濮阳市的新春“文化大餐”，全民阅读
从未缺席。从濮阳市图书馆新馆开馆到“图书超市”暖
心开幕，从社区图书馆增至40个到市民主动为市图书
馆捐书2万册，书香溢满整座城市。③5

郑州今年将开建
15个郊野公园

濮阳“您选书，我买单”活动点燃阅读热情

在售新书也能免费读

郑州警方日前发布
求职安全防范提示：

●警惕“黑中介”
求 职 者 要 核 实 中 介

机 构 营 业 执 照 的 经 营 范

围 是 否 包 括 职 业 介 绍 业

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警惕“假猎头”
求职者要全面了解用人单位、招聘

职位情况，核实工作内容和性质，核对薪

资水平是否合理。

●警惕“假兼职”
求职者不要轻信既轻松又赚钱的

“好差事”，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卡密码、

网银密码等信息。

●警惕“乱收费”
谨慎对待将先交报名费、培训费

等作为条件的面试。

●警惕“扣证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留他人

证件原件，需要提供证件复印件的，要

注明具体用途。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2月 11日，在许昌
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行的新春首场
招聘会上，来自禹州市顺店镇柳河村
的王志伟顺利找到一份电工的工作。

王志伟原先在广州打工。他坦言：
“在家门口打工，工作待遇与外边差不
多，还能照顾家里，我当然愿意回来。”

拿着一张求职卡，大学毕业生赵海
宇到任何一家企业的展台，用人单位都
可以看到他的电子版求职信息。“科技
越来越发达，我提前在人社部门的求职
网站注册了个人信息，招聘会上也不用
打印简历了。”他说。

在 招 聘 会 上 ，技 工 成 了“ 香 饽
饽”。一家信息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朱
惠芳介绍，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家
的一些公司招收钳工、焊工等技工，月
薪在人民币1万元以上。

当天，126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
就业岗位 3297个，吸引了 3000余名
求职者，1218人达成就业意向。

“正月里天天有招聘‘大集’。”许
昌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凯
介绍，从2月 11日至 3月 8日，许昌市
将陆续举办跨区域就业、农民工就业、
大学生就业等百余场招聘会，累计提
供就业岗位6万多个。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2月 12日，
焦作“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拉开序
幕，寒冷挡不住求职热情，焦作市人
才交流中心三楼大厅里人潮涌动，
求职人员络绎不绝。

据介绍，招聘会将持续到2月21
日，共有 10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 4
万多个就业岗位，针对返乡就业人
员、重点企业、高校毕业生、女性、高
层次人才等开展130场专场招聘活
动。

记者注意到，各用人单位提供
的月工资普遍在 2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有的企业求贤若渴“放大
招儿”。在河南千年冷冻设备有限
公司摊位前，普工待遇在4000元左
右，电工、焊工最高工资为8000元。

针对返乡创业就业，焦作各
县市区也积极行动起来，以“促进
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
开展招聘活动；组织开展农村劳
动 力 就 业 创 业 情 况 普 查 专 项 活
动，详细了解掌握当地农村劳动
力的基本信息、就业创业情况等；
举办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专
项活动，送培训下乡，增强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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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谨防这些陷阱

新春招聘会，火爆！

本报讯(记者 谭勇)2月 11日，记者
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春节期间（2月 4
日至10日）我省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截至 2 月 10 日 24 时，省应急管理
厅未接报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火情热
点数和森林火灾起数较常年大幅下降。
全省未发生地质灾害，江河水位平稳无
汛情。

全省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
共组织459个暗查暗访组，对煤矿、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烟花爆竹
等行业进行暗查暗访，检查企业 1755
家，排查安全隐患3333处，已整改 3162
处，其他隐患正在按要求整改中。

就节后安全生产，省应急管理厅要
求紧盯节后复工复产工作、元宵节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③6

春节期间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月12日，嵩县举行2019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企业用工招聘会”，来自当地16个乡镇的3000余人参加了招聘会。⑨3 高山岳 摄

目的地主要为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春节期间，消费支出活跃，银联网

络交易总金额破万亿元，网联处理跨

机构支付交易45.5亿笔，4.5亿人参

与支付宝集五福活动，8.23亿人收发

微信红包……随着支付变得安全和便

捷，老百姓更舍得花钱，也更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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