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查询 关注““郑州市社保卡郑州市社保卡””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或打开支付宝城市支付宝城市

服务服务，点开社保卡服务，进入老卡置换领卡查询，输入本人或亲属

的身份证号和姓名查询领卡地点。

2.现场领取 根据查询结果，前往相应银行网点领卡并激活金

融账户。

3.在线邮寄 如果不想现场领取，也可选择在线邮寄的方式领

取新卡。

如何领取社保卡？

新卡、旧卡集中置换发放时间为：4月 1日至30日

什么时间发放？

我省积极探索陪餐制 呵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校长陪着吃 家长“看”着吃

●● ●● ●●

保险

关注“世界自闭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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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清明假期出行指南

铁路

日前，教育部等多部门

联合印发的《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

确从4月 1日起，中小学幼

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

制度，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

园还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

了解到，我省从2015年起

就开始推行学校领导陪餐

制，经过多年探索，陪餐制

运作逐步成熟。目前正在

大力实施的“互联网+明厨

亮灶”工程，让 1.2 万所学

校的学生家长，可以通过手

机实时监督配餐全过程。

“放心”二字不只是停留在

纸上，而是变成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事实。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月2日，郑
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清明小长假期
间即4月5日、6日、7日，郑州市三环以
内道路机动车不限行。4月7日郑州市
举行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届时金
水路、中州大道等路段将临时限行。

据预测，4月 4日周四下午，受学
生放假及就餐、购物人流等影响，15
时至 20时，郑州市区各中小学校门前
道路、三环沿线、陇海高架桥、京广快
速路、金水路、花园路、嵩山路，火车
站、高铁站、长途汽车站，将出现较大
的人流和车流量。

4月5日清明节是祭扫的高峰期，
也是小长假第一天，7时至 12 时，郑
州市各个墓地附近道路易发生交通拥
堵，警方提醒市民外出避开祭扫高峰。

受清明祭扫和小长假出游影响，
郑州市各个高速公路上下站口和周边
各个陵园墓地，郑州市内各公园和少
林寺、绿博园、樱桃沟、桃花峪、环翠
峪、古柏渡、黄河游览区等景区周边道
路将出现较大人流和车流量。

4 月 7 日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16时至 22 时是返程高峰期，警方提
醒市民尽量避开这个时段返郑。

4月7日是农历三月初三，当天上
午，郑州市将举行己亥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届时金水路、中州大道、京港
澳高速公路郑州段、郑新快速通道、嵩
山南路、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等道
路的部分路段将实行临时限行。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2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
解到，4月4日至7日，该公司加开临客
列车52对，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清明假期期间，郑州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222.8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流、
探亲流、学生流为主，直通客流主要发
往北京、武汉、成都、西安、兰州等旅游
热门城市，管内客流主要往返于郑州、
商丘、新乡、安阳、焦作、洛阳、三门峡、
南阳之间，4月5日、7日为客流高峰。

在该公司加开的临客列车中，高
铁（含城际）约占总量的 60%，其中焦
作至安阳东为首次开行高铁列车。加
开直通临客列车包括：郑州东—北京
西G4568/7次，商丘—武汉G4535/6
次，郑州东—兰州西 G4289/90 次，
西安北—北京西G4018/7次等；加开
管内临客列车包括：郑州东—焦作—商
丘 — 郑 州 东 C2977/6、G9179/82、
G9181次，灵宝西—郑州东G9206次，
焦作—郑州 C2995/6次，洛阳—兰考
K5394/3次等。

据悉，各大火车站纷纷提前制定清
明小长假售票组织方案，在客流较大时
段将增开人工售票窗口，合理设置自动
售票机的银行卡购票、互联网换票、支
付宝购票等功能，并安排自助售票导购
志愿者，帮助旅客快速购票。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2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清明假
期，全省高速公路免收 7座以下（含 7
座）小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4
月 5日 0时至 4月 7日 24时，免费时
段以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所有
ETC车道将调整为免费模式。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清明小长假，
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将出现明显增
长，预计将突破650万辆，日均流量是
日常流量的1.5倍左右。4月4日下午
开始，出城车流逐渐增多；4月5日9时
至11时，祭扫、出行自驾热度上升；4月
7日15时至19时，返程车流达到峰值。

清明期间，以郑州为中心向外辐
射的短途旅游出行车流占全省比重较
大，预计全省易堵路段包括：京港澳高
速（G4）新 乡 至 新 郑 段、连 霍 高 速
（G30）广武立交至刘江立交段、机场
高速（S1）与京港澳高速交会处、郑卢
高速（S85）郑州至登封段等。郑州、洛
阳、开封等周边热门旅游区车流集聚
明显，易造成短时拥堵现象。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提醒，
出行前请规划好出行时间和线路，错
峰错时出行。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河
南高速”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 24
小时客服电话，及时了解或反馈高速
通行路况。③5

在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除
了严把食材采购、加工环节，落实
陪餐制度外，每个孩子家长都是
食堂的“监督员”。家长们只要打
开相关 APP，就可以看到幼儿园
厨房的加工、操作各环节以及卫
生条件，对食堂进行实时监督。

这得益于我省“互联网+明厨亮
灶”工程的逐渐铺开。

2011年—2016年，我省
共组织了 6 轮一级食堂评
定，评选出全省中小学校一
级食堂 1251所，在此基础上

启动“互联网+明厨亮灶”试点工
作。目前，我省已有1.2万所学校
入网。

按照省教育厅 4月 1日印发
的文件要求，今年年底学校食堂实
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比例
达 80%以上，2020年年底前基本
覆盖所有中小学校。通过“互联
网+明厨亮灶”工程强化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社会监管，推进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社会
共治，让学生吃得好、吃得安全，让
家长看得到、放下心。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4 月 2日是第 12个“世界自闭症
日”。记者走进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近距离接触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
家庭，期待能有更多人关注、了解、接
纳自闭症患儿，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
入社会。

当日，记者在该院儿童心理行为中
心见到了来自安阳县的自闭症患儿硕
硕（化名）。4岁半的硕硕有着一双明亮
的大眼睛，相貌特征、体格发育和同龄
孩子并无区别。但当记者试着接近他
时，发现他与陌生人很少有目光对视。
硕硕的母亲李女士说，孩子目前每月的
住院康复训练费用将近7000元，为了
能更好地照顾孩子，自己放弃了工作，
家庭收入全靠丈夫在外打拼。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心理
行为中心主任段桂琴对记者说，现在
自闭症已从“罕见病”发展成为“流行
病”，但发病原因尚不明确，目前也尚
无特效药治疗，若患儿在 6岁之前通
过科学系统的康复训练，可使症状得
到显著改善。

然而，这条康复之路走起来却并
不“轻松”。除了经济压力，巨大的精
神压力也让这些家长们“喘不过气”。
记者了解到，目前针对自闭症患儿的
康复训练课程包含音乐、语言、情景、
游戏四大类，内容与普通幼儿园阶段
学习内容相似。但自闭症儿童就像缓
慢前行的“小蜗牛”，课程需要分步骤、
分阶段，反复强化数十遍、上百遍才能
逐渐学会。这样的状况也让很多自闭
症儿童被普通幼儿园、小学拒之门外，
大龄自闭症患者就业更是举步维艰。

我省自 2012年启动了“0~6岁贫
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其中对
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自闭症儿童实施
救助，并对其康复训练费用给予资助；
也在探索逐步将自闭症儿童康复纳入
慢性病管理范围。去年10月，河南省
医教康融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挂牌成
立，目前已在全省开办试点融合幼儿
园 126所，旨在搭建医教康融合的渠
道，让自闭症儿童早发现、早治疗，早
日融入集体生活、接受正规教育。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将生
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统一征缴，统筹层次一致。很
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后，误以为生育保
险取消了、“五险一金”变成“四险一
金”了。对此，有关部门解释，生育保
险并没有取消，只是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合并实施，合并实施后职工的待
遇也不会受到影响。

《意见》明确指出，遵循保留险
种、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
总体思路，实现参保同步登记、基金
合并运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
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国家医保局
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强调了‘保留
险种’，只是从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减
轻单位和参保人员负担、提升基金共
济能力、规范运行的角度，与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进行管理层面上的合并
实施，并没有取消。

那么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职工
所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会有变化
吗？《意见》明确提到了两“确保”，确
保职工生育期间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确保制度可持续。

“也就是说原有的生育保险待遇
不变，只是在经办上改变了享受的渠
道，但没有改变参保范围、没有改变
生育保险设定的保障项目和支付水
平。”4月 2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
人士指出。

根据有关法规，生育保险的待遇
支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女职工产
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二是女职工生育
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据悉，两项保
险合并实施后，将按照用人单位参加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
比例之和确定新的用人单位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费率，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
费。同时，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情况和生育待遇的需求，按照
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费率确定和调
整机制。《意见》要求各地在2019年年
底前实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4月 2日，记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了解到，4月30日起，郑州市全面停止未加载金融功能社会保障卡的使
用，即旧版“医保卡”停止使用，旧卡持卡人须在本月内置换新版社保卡。

郑州铁路加开
临客列车52对
焦作至安阳首开高铁

7座以下小客车
走高速免费

郑州这些路段
将临时限行

□本报记者 周晓荷

4月1日，下课铃响，周口市文
昌中学老师王海慧和学生一起走
进食堂排队用餐。“老师和学生同
吃‘大锅饭’，既让家长放心，也拉
近了师生距离。”王海慧说，在学校
里，校长、教师、学生在一个食堂吃
饭早已是惯例，陪餐制已不新鲜。

在家长陪餐制度的建立过程
中，文昌中学启动了“唤妈妈回
家”工程——餐厅服务岗采用购
买家长服务的方式，家长在孩子
身边务工，食堂里的饭菜多了份

“妈妈味”，实现餐厅管理的“家校
共建共享”。

据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省在 2015年以文件
形式明确，校领导每周至少在学
校食堂陪餐一人次，并做好陪餐
记录，了解学校食堂运行情况，及
时发现和解决食堂管理与食品安
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省各地各学校还建立起“食
材评鉴关”把关机制，建立米、面、
油、蛋、奶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

“黑名单”制度，由学生、家长、教师
代表等组成的膳食委员会也在发
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防线越筑
越牢。

食堂饭菜吃出“妈妈味”

明厨亮灶网上实时看

给“小蜗牛”
一片大大的天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

职工生育保险
待遇不受影响

1.缴纳 2018 年度或者 2019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费用且未置换

加载金融功能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

2.正常参保或者暂停参保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且未置换加载

金融功能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包含灵活就业参保人员）。

哪些人可以置换社保卡？

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1233312333 咨询热咨询热

线线或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各分局社会

保障卡服务窗口进行咨询。③5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领卡网点信息）

有问题该咨询谁？

4月 1日，一架北部湾航空公司客机顺利降落在洛阳北郊机场，标志着天津—洛阳—贵阳新航线开通。该航线的开通，丰富了我省的空中交通线路，也方
便了群众的出行。⑨6 潘炳郁 摄

郑州市旧版“医保卡”月底停用

如何换卡看这里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今年，全国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郑州大学等90所试点高校有自主
招生资格，其中77所高校面向全国招
生。今年的自主招生与往年有何不
同？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还能参加高
校专项计划吗？4月2日，针对这些考
生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梳理。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9
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
高校“严格控制招生规模，高校要在
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招
生名额”。记者在多所高校已公布的
自主招生简章中发现，对比去年，最
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少高校都对

自主招生名额进行了压缩。大部分
高校今年的招生人数特别是文科生
人数大幅减少。

另外一个明显的感受是门槛高了，
优惠政策更加严格。其中，权威性高、
公信力强的学科竞赛成为不少高校的

“标配”。从考试内容和形式看，除了传
统的笔试和面试，体质测试也成为众多
高校纳入考核的内容。自招体质测试
内容主要包括：身高体重指数、肺活量、
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等。

参加自主招生，还能参加高校专
项计划吗？按照规定，如果招生高校
没有限制，而且时间不冲突，参加自
主招生的考生可以参加高校专项计
划。③8

参加今年高校自主招生

这些变化要知道

1.名额减了

●不少高校都对自主招生名额进行了压缩。比如位于武汉
的中国地质大学招生人数由去年的225人缩减为110人

今年自主招生新变化

高速

限行

民生速递

2.门槛高了

●优惠政策更加严格。其中，权威性高、公信力强的学科
竞赛成为不少高校的“标配”

3.体质测试来了

●从考试内容和形式看，除了传统的笔试和面试，体质测
试也成为众多高校纳入考核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