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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记者拨打多地联通、移动、电信运
营商的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均告知，咨
询更改手机号码归属地相关情况的人
不少，但目前都无法解决。

“抱歉，归属地不能更改”“我们没
有接到这项业务的通知”“已经全国漫
游了，不需要这项业务”，这些是记者
拨打三大运营商多地客服电话得到最
多的答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手机号码
不能更改归属地，主要是由于编号
方式决定的。一个手机号码的 11位
数字都有代表意义，前三位代表运
营商，中间四位表示地区，后四位是
客户编号。如果更改号码归属地，
对运营商号码管理会产生较大影

响。
“如果开放变更号码归属地业务，

需要运营商进行网络改造，更新保存
手机号码的运营商、归属地信息的数
据库，还要更新交换机等硬件设备。
不仅投资很大，通信网络运维的压力
也要翻倍。此外，也造成无法准确估
算属地的号码资源使用情况。”该业内
人士说。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曾剑秋说，实现“携号转地”，等于要打
破原来的管理体制和数据存储，难度
较大。

工信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
我国实现网络层面的移动通信号码归
属地变更尚不具备条件。

本报讯（记者 曹萍）春季是带状疱
疹的高发季节，然而很多患者虽然皮肤
上的疱疹好了，却仍会感到长疱疹部位有
刀割样、针刺样疼痛，严重时甚至难以入
眠，这是患上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3
月 27日，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获悉，该院郑东院区疼痛科近日为一位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实施了全省首
例全植入脊髓电刺激手术，在患者体内
装入了“止痛神器”。

“带状疱疹病毒不仅会使皮肤受损，
还可以侵犯神经，导致神经损害而爆发神
经痛，可延续数月甚至数年。”该院郑东院
区疼痛科主任樊肖冲说,“剧烈的疼痛可
诱发或加重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
础病，甚至诱发心梗，必须引起重视。”

“脊髓电刺激疗法把一根大概七八厘
米长、非常纤细的电极放于椎管内，通过电
极释放的微弱电流刺激可改善疼痛，同时
也可以对损坏的神经进行修复。”樊肖冲
介绍，这种疗法不用任何药物也不会破坏
神经，被称为“绿色疗法”。

目前，除了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脊髓电刺激疗法还适应很多病症。

“腰椎术后疼痛综合征、脊髓损伤神经
痛、糖尿病足等，都可以利用脊髓电刺激
缓解疼痛。”樊肖冲说。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3 月 27
日，记者从当日召开的“2019夏秋启
幕 航旅新篇——夏秋航季换季暨洛
阳航空+旅游”推介会上获悉：今年 3
月 31日开始的夏秋航季换季后，洛
阳北郊机场通达城市将新增成都、青
岛、泸州、鄂尔多斯、天津、哈尔滨、桂
林、贵阳、银川、南通10个城市，通达
城市总数达 29个，从古都洛阳坐飞
机去热门旅游城市将更加便捷。

据悉，始建于 1986 年的洛阳北
郊机场，是我省重要空中交通枢纽、
国家一类航空口岸、豫西地区重要民
用机场。洛阳机场也是全国净空条
件最好的民用机场之一，全年可飞天
气达350天以上，拥有完备的通信导
航设备和良好的助航灯光系统，可保
障复杂气象条件和夜航班机的起降。

据了解，近年来洛阳市加快洛
阳机场体制机制改革和机场提升改

造相关工作，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
旅游干线机场。洛阳旅发集团作为
洛阳市国有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投融
资运营主体，在巩固提升现有航线
的同时，积极培育旅游航线，重点
围绕热门旅游城市开辟新航线，不
断提升洛阳机场客运吞吐量。统计
显示，2018年，洛阳北郊机场旅客吞
吐量达到 131.5 万人次，再创历史新
高。③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3 月 27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4月份河南人才市场将举办7场专
场招聘会，预计有 770家用人单位提
供超过2万个就业岗位。

4场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分
别在 4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举
办，涉及食品、快消品、机械、农林牧
渔、电子通信等行业，提供有营销副
总、营销总监、区域经理等岗位。

针对高校毕业生也有福利，4月
12日、19日将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同时，人才市场定于 4月 26日
举办“成长性企业人才交流大会”，届
时，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企业将到
场招募财务经理等人才。③9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野生银
缕梅有植物界“大熊猫”“活化石”之
称。记者 3月 27日从省林科院获悉，
商城县林业部门近日在当地发现一株
胸径约50厘米的野生银缕梅“树王”。

这株银缕梅胸径约50厘米、高约
15米，生长发育健壮，全树开满了银
缕梅花朵，非常优美。省林科院王齐
瑞博士表示，这么大的银缕梅树极其
罕见，估计树龄有 500年。该树的发
现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科研价值。

银缕梅属落叶小乔木，是被子植物
最古老的物种，距今已有6700万年，属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极危级别。1992年我国首次确认
发现银缕梅时曾轰动全球植物学界。

2014年春，我省首次在商城县境
内发现野生银缕梅群落，最大的一株
胸径6厘米。此次发现的银缕梅树胸
径约50厘米，堪称“树王”。银缕梅是
中国特有树种，据现有文献记载，此前
发现的胸径超过 50厘米的银缕梅仅
有3棵。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3 月 27 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多起因开车打手
机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警方提醒，路
口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将会自动抓拍开
车打手机等违法行为。

据调查数据显示，开车时看手机发
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 23
倍。看一眼手机最少需要 3秒，假如以
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开车，盲开 3 秒
钟，车行大约50米，极易诱发交通事故。

当日上午，在郑州市交警支队监控
中心，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郑州
市区新安装的 770个摄像头，具备人脸
识别功能，不论白天黑夜，均可对开车打
电话、随意变道等50余种违法行为进行
自动抓拍，且每张照片都是高清画面。
抓拍图片经人工严格审核后，将被纳入
交通违法处理系统；对于驾驶时拨打接
听电话的，警方将对违法司机处以 200
元罚款、记2分的处罚。”

针对有群众担心抓拍的照片会泄露
个人隐私，警方表示，监控系统录入的照
片及录像资料只是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
依据，对其调用有严格的程序，请广大交
通参与者放心。③9

跨省求学工作者需求大“多卡傍身”诸多不便

“携号转地”何时拆掉“围墙”

绑定银行卡、绑定购

物网站账号、绑定社交工

具登录账号……百姓个

人生活与手机号关联越

来越紧密。记者调查发

现，随着人口流动加剧，

不少人在跨省求学、工

作、迁徙过程中，对手机

号码“携号转地”存在大

量需求。但由于目前手

机号码归属地无法变更，

不少人不得不“多卡傍

身”“多机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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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缕梅“树王”
现身商城

7场招聘会“供应”
2万个岗位

热点关注

野生银缕梅“树王”。⑨6 陈纪东 摄

3月27日，一架民航班机从洛阳机场附近鲜花盛开的果园上空飞过。⑨6 潘炳郁 摄

3月 31日起

从洛阳
可飞往29城

我 省 首 例 全 植 入 脊 髓
电刺激手术完成

身体装上“止痛神器”

民生速递

开车打手机

你“入镜”了

出行

就医

3月24日，郑州市未来路街道办事处
名门世家社区联合春天里社工、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的志愿者，对辖区街道上的50多
个窨井盖进行涂鸦彩绘。⑨6 胡伟甲 摄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3月 27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政府非
税收入通过政务服务网在线缴款的业务
量和缴款金额已分别是 2018年的 41.7
倍和2.5倍。

据了解，为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省财政厅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
子化，2018年年初实现河南政府非税收
入征收管理系统与河南政务服务网顺利
对接，适宜网上缴款的政府非税收入项
目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在线缴纳。

随着支付宝扫码缴款渠道的开通，
群众和企业可以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在
线缴纳政府非税收入，实现 7×24小时
全时段服务“不打烊”。同时，全省已有
6家银行机构成为河南政务服务网非税
收入缴纳在线服务银行。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全省通过河
南政务服务网办理政府非税收入收缴业
务18.42万笔，金额2056.34万元，涵盖不
动产登记费、补办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卡工
本费等86个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政府非税收入项目，业务量和缴款金额
分别是2018年的41.7倍和2.5倍。③8

全省政府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线缴款“不打烊”

缴费

本报讯（记者 何可）3月 26日傍
晚 6时许，郑州高新区洼刘村的秦女
士从科学大道农贸市场 B23摊位买
了 5 元钱的大葱。接过交易小票
后，她用手机扫描票上的二维码，马
上显示一组信息：该大葱来自中牟
县万邦新绿地蔬菜批发市场，货主
为农贸市场马学强蔬菜摊。摊位各
种证照、菜品检测结果和时间、进货
来源以及监管人员的姓名和电话等

信息一目了然。
据郑州高新区市场管理所负责

人介绍，这些信息来自于农产品流通
追溯体系。截至目前，郑州高新区已
向纳入追溯体系的流通节点免费发
放溯源秤，在科学大道农贸市场，运
营单位共发放了60台溯源秤。这些
流通节点分别建有追溯平台，通过溯
源秤交易的信息会自动上传至追溯
平台，把生产者、监管部门以及消费
者连接起来，发挥保障市民舌尖安全
的作用。

从业十余年，经历了马路市场、

大棚市场、简易菜市场到如今的智能
化农贸市场，40岁的蔬菜摊主马学
凤感慨良多，“去年年底智慧农贸市
场招商，我们第一时间就报了名。通
过二维码追溯系统，老百姓买得更放
心，吃得更安心，生意也越来越好！”

追溯体系只是农贸市场走向智
慧化的一部分，郑州的智慧农贸市场
还将包括市场电子监控系统、数据收
集系统、智能监管系统等。“通过信息
联网，可监控每天的蔬菜销量，再通
过后台系统的测算，来指导商户进多
少菜。”郑州高新区市场管理所负责

人说，当他们监控出难销的商品后，
能够及时地作出应对措施，从而减少
商户们的损失。

郑州高新区建设智慧农贸市场
采用政府补贴、企业建设及运营的模
式。专家认为，从目前来看，这种模
式降低了建设和运营成本，开辟了一
条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整合各方资
源，做好农产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和
运营工作的新途径。据了解，郑州智
慧农贸市场建设将进一步提速，全市
农贸市场 3年内全部实现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③5

扫码可知菜源 后台测算销量

菜场“长”智慧 舌尖更安心
基层民生观

今年年初，小刘从重庆一所高校
本科毕业，到湖南长沙一所高校攻读
研究生。他发现，长期使用的重庆手
机号码，无法将归属地变更为长沙，导
致很多时候被人误会。于是，他只好
重新办理了一张长沙手机卡。

跟小刘一样苦恼的还有即将从
北京调入上海工作的史先生。他告
诉记者，现在很多手机都设置了来电
归属地提醒，为了和客户交流方便，
他的手机号“身份”需要由北京更换
为上海，但却被运营商告知无法更
改。

手机用户不愿改号，除了信息联
络的需求，还因想避免各种解绑的麻
烦。不少人的手机号绑定银行卡、微
信账号以及京东、天猫等购物网站账
号。“如果更换手机号就得逐一解绑，
实在太麻烦了！”小刘说。

小刘、史先生的苦恼，很有代表
性。据了解，目前，希望保留手机号
码并更改归属地的人群主要包括高
校毕业生、跨省劳动者等。因为不能
更改归属地，不少人只能新办理一个
手机号。

工信部发布的《2018年通信业统
计公报》显示，2018年，移动电话用户
普及率达到 112.2 部/百人，比上年末
提高10.2部/百人。

“多号傍身”给不少人增加了资费
负担和手机购置成本。山东一位消费
者算了一笔账，之前使用的本地手机
号码是每月 156元资费，新办理一张
外省手机卡后又是每月 168元资费，
总开支增加了一倍。

跨省难改归属地
催生“多卡傍身”

昆明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教授黎尔平认为，条块分割造
成不能“携号转地”，给群众带来诸
多不便。百姓有需求，运营商应顺
势而为。

有专家称，今年我国要实行
“携号转网”，建议推动号码归属地
变更也提上日程。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相关专家说，一些国家已经
实施了移动号码可携制度。我国
每年有大量的毕业生和变更工作
的职员需要更改号码归属地，这项
业务如果能推出，会进一步便民利
民，更受欢迎。

工信部相关人士介绍，将持续
跟踪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将用户对
移动电话号码归属地变更的需求，
作为未来网络架构演进需要考虑的
因素，推动在具备条件时逐步实现
移动通信号码归属地变更的目标。

曾剑秋说，随着技术进步、网
络传输速度加快，手机号码归属地
变更问题亟待提上日程并加快推
进解决。“携号转网”“携号转地”等
举措会刺激移动运营商市场竞争
加剧，有利于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据新华社长沙3月27日电）

期待便民利民
更进一步

变更号码归属地难在哪

相关链接

百姓有需求，运营商应顺
势而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年内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
降低 20%以上，在全国实行“携
号转网”，规范套餐设置。

● 2010 年 第 一 批“ 携 号 转
网”试点就已启动，但由于种种
原因推广缓慢。今年，“携号转
网”将从 5 个试点省市推广至全
国 ，让 消 费 者 享 受 更 优 惠 的 资
费。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