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

本报讯（记者 代娟）4月 12日，新乡市举行电子
社保卡首发首用仪式。今后，该市群众可通过手机
APP进行电子社保卡的申领、社保信息查询以及在诊
所看病、药店买药等操作，经办机构也可以通过 APP
为群众便捷办理社保业务。

作为全省社会保障卡“首发首用”的城市，新乡市
目前已累计采集制卡 458.5 万张，持卡覆盖率达到
90%；社会保障卡一站式服务窗口达到 43个，遍布该
市各县（市、区）和 25家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依托

“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划，该市以数据大集中、
应用一体化为重点，开发上线了“新乡人社公共服务信
息平台”，让群众在办理社保业务中实现了“单点登录、
全网通办”。

据介绍，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提升人社信息化公共
服务水平，新乡市人社局、中国建设银行新乡市分行联
合东软公司开发上线了“新乡电子社保卡”APP，为居
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掌上”人社领域应用。电子社保卡
是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与实体社保卡一
一对应、唯一映射。

“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加载医院就医结算等电子社保
卡的更多功能，并依托即将上线的‘智慧人社’APP，加载
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异地安置、急诊申报、工伤认定鉴定
等功能。”新乡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子社保卡
将来不仅能用于线上查询社保权益记录、就医购药支付
结算、参保缴费、职业资格认证及人社业务办事凭证等服
务，还将在金融、跨部门应用等领域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
合，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③6

新乡电子社保卡启用
通过手机可查看社保信息

“主角”“配角”分工又合作

让“僵尸车”挪挪地儿，并非很容易的
事。

“遗弃的车，没牌号的车，车主是谁？
需要到交警部门寻查。有的车属于被盗
抢车辆，有的车牵涉官司，有的车是套牌
或者被查封车辆，执行还需要公安部门或
者法院配合。”4月 12日，安阳市城市管理
局交通办公室负责人冀书凡坦言。

近年来，安阳市“僵尸车”猛增，为
啥？车辆更新快，有的人就把淘汰车甩到
了公共停车位，还有的小商贩把废旧车辆
当作储物间，喷涂有收售各类产品广告和
电话的车辆也为数不少。

市民郭女士说：“每当看到这些破车，
心里都添堵，破破烂烂的影响城市环境；眼
下停车这么难，它们却长期霸占着车位。”

为破除难题，安阳市成立了“僵尸车”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副市长牵头，城管、法
院、公安、财政、司法等部门共同参与，安
阳市城市管理局唱主角，有关部门鼎力配
合，全市形成了系统精准的执法链，打通
了解决“僵尸车”问题的最后一公里。

立规矩为执法定尺度

今年 3月，安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专
门出台了“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方
案，制定“僵尸车”发现、处置、登记、追查
等制度，为确立处置“僵尸车”执法流程提
供了依据。

“ 清 理‘ 僵 尸 车 ’，我 们 探 索 出 了
‘1841工作法’。”冀书凡自豪地说，“1部
‘僵尸车’，我们要拍摄8张照片，发布4次
公告，建立1套卷宗，以免发生纠纷。”

前几天，城管执法人员在北关区洹滨
北路清理一辆“僵尸车”。他们将车拖离
现场，并在原址留下字迹，告知“僵尸车”
的去向。安阳市清理“僵尸车”，从张贴第
一张告知书起，执法人员的每个行动步骤
都留有照片和文字资料。

安阳市设立了专用停车场，由专人管
理。车主若取车，须写出承诺书。对确实
无人认领的车辆，城管部门通过交警系统
查实信息、定性后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
将车公开拍卖或报废处理。

目前，该停车场已停放了 59辆“僵尸
车”。

让群众主动参与管理

“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也能提升
他们的参与感、获得感。”冀书凡说。

长期以来，因“僵尸车”牵涉众多部
门，涉及法律条文也很多，群众打电话投
诉，许多部门异口同声地说不归自己管。

如今，安阳市清理“僵尸车”不仅有
“管家”了，管理也更专业。除了有关部门
共同作战外，还让群众广泛参与。

在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公开举报电话，
百姓提供线索更方便。“清理之初，我们还
担心群众不理解，怕有阻力。没想到百姓
拍手称快。我们拖车时，路旁的群众还尽
力帮忙。”安阳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刘
丰涛说。

安阳市把“僵尸车”排查治理纳入日
常工作范畴，对建城区所有道路、公共停
车场、背街小巷等处，分区域分街道定岗
定人逐一排查，发现一辆，整治一辆，让城
市变得更美丽更宜居。

目前，安阳市已清理“僵尸车”118辆，
清理工作正在向背街小巷延伸。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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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
时节动“绿城”。牡丹、芍药是我国传统名花，牡丹贵为

“花王”，芍药世称“花相”，深受人们喜爱。又到了这
“花中双绝”盛开的最美四月天，趁春光明媚，岁月静
好，何不来赶赴这场赏花之约？

4月 12日—5月 10日，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的牡
丹芍药花展拉开帷幕。

郑州植物园为此次花展的主展区，牡丹芍药专类
园内收集牡丹品种 434 个、芍药品种 94个。拥有中
原、西北、江南、海外四个牡丹品种群，红、白、粉、黄、
紫、蓝、绿、黑及复色九大色系。其中“姚黄”“魏紫”被
誉为牡丹的“王”和“后”，贵妃插翠、青龙卧墨池、豆绿
等也都是牡丹精品，另外还有日本的花王、圣代以及美
国的海黄、金晃等海外精品。

为方便市民赏花，充分发挥现有花卉资源的作用，
除郑州植物园外，本次花展的分展区设在人民公园、碧
沙岗公园的牡丹园。

花期预告：中原及江南牡丹种群花期提前，预计4
月 15日至 4月 17日进入盛花期；海外种群花期较晚，
预计 4月 17日至 4月 25日进入盛花期；芍药花期最
晚，预计4月25日至5月8日进入盛花期。③9

趁春光正好，
共赴这场牡丹芍药之约

旅游

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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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的尘土、破损的轮胎、

锈迹斑斑的车身……这些被群

众称为“僵尸车”的废弃汽车，曾

经停放在很多城市繁华街道的

停车位、草坪和绿化带上，侵占

公共资源，影响城市形象。如今

这一“公害”在安阳正逐渐消失。

今年 2月以来，安阳市按照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要求，为保障

城市道路通畅，在全市建城区内

开展了“僵尸车”集中清理行动，

破解了这道难题。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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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永乐）既好玩有趣，还能学知识，4月 13日，河南首家
儿童主题书店在新乡乐活小镇开门迎客。

这家名叫“小镇娃娃书房”的书店设计感突出，
充满童趣与创意。店内专设了杨红樱童书馆，并开
辟了儿童剧场和亲子互动乐园，使家长与孩子在探
索认知自然科学、享受人文美学的同时，共同成长，
爱上阅读。

当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来到现场，与小
读者共同见证我省首家“杨红樱童书馆”开馆。孩子
们在书店儿童剧场内朗读杨红樱的作品，交流阅读感
受，童书馆内荡漾着欢声笑语。

“把这家新店打造成儿童主题书店，是我们适应
市场、引导读者的一次转型。”新乡市新华书店副总经
理郭辉说，该店旨在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个性化、专
业化的体验式阅读服务，让小朋友们在阅读中探索世
界，在探索中创造未来。

“小镇娃娃书房”负责人表示，今后，书店还将围绕
阅读开展亲子故事会和周末主题活动等，希望能让孩
子们从沉迷电脑的“指”上阅读回归“纸”上阅读。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陈曦 程硕）4 月 13
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本月30日，郑州机场将
正式开通首条直飞缅甸曼德勒的国际航线。

据了解，新开郑州至曼德勒航线，由华夏航空空客
A320飞机执飞，每周二、四、六各飞一班。具体航班信
息为：去程航班G52649，20：55从郑州起飞，23：05抵
达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回程航班G52650，01：00从曼
德勒起飞，06：00抵达郑州机场（均以当地时间为准）。

据介绍，自 2018年 10月 1日缅甸对中国公民实
行落地签政策以来，从曼德勒国际机场持签证进入缅
甸的中国游客人数明显增多。郑州直飞缅甸曼德勒航
线开通后，不仅为广大中部地区旅客赴缅甸旅游提供
便利，同时也是郑州机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点的
重要补充。③6

□本报记者 周晓荷

连日来，郑州市民徐女士为孩子上
幼儿园的事纠结不已：小区的幼儿园条
件不错，每月需要 3000多元；附近的公
立幼儿园价格虽便宜却“一位难求”；还
有一家私立幼儿园收费低，可从老师到
环境都相不中。“找个靠谱的幼儿园，难
得很。”徐女士道出了“新手家长”的心
声。

4月 12日，省教育厅基教二处副处
长李松原向记者介绍，近年来，我省持
续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入公办
园难、入优质民办园贵的情况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优质普惠性资源总量仍显不
足：公办园扩充困难，整体占比不足三
成；普惠性民办园质量良莠不齐，尤其
是部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本应是为
居民提供高质量保教的“主力军”，却存
在着该规未规，以及缓建、缩建、停建、
不建、建而不交等问题。

如何破解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存
在的突出问题，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
好幼儿园？据了解，我省近日出台了
《河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和无证
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针对目前
城镇小区幼儿园存在的“规划、建设、
移交、使用”不到位问题开出“精准药
方”。

“规划”上，分期建设的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要与首期项目同步规划、建
设并满足使用条件；“建设”上，竣工验
收不合格的，在整改到位前，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不予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竣
工验收备案；“移交”上，对未移交或开
发建设单位违规出租、出售办成高收费
民办幼儿园的，要限期收回并移交当地
教育部门；“使用”上，已移交当地教育
部门的，要办成公办幼儿园或委托办成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
儿园。

通过从“规划”到“使用”的全流程
治理，确保孩子在家门口上优质普惠
园。

李松原介绍，因为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治理工作牵涉面广，矛盾错综复
杂，需要各部门明确分工，建立联审联
管机制。为确保“幼有所育”，我省还将
通过实施薄弱幼儿园达标升级工程、公
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和扶持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发展项目等，持续增加普惠性资
源。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在老旧小巷进行艺术绘画，把有碍观瞻
的水泥块砌成雕塑，对既有建筑的墙、窗、顶
等外围进行美化……温县老城区的节能

“微”改造，把旧街区变成了新景点。
“微改造”是城市“抗衰老”的一种温和模

式。通过建筑物局部功能置换、保留修缮、整

治改善等办法，让城市在不进行大规模改造
的前提下实现提质更新。

据悉，今年以来，温县在实施小区环境
整治工程、常态化清洁工程、建筑外墙绿色
保温工程的同时，通过“微改造”对老城区
47 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实施了节能改
造，解决了老旧城区建设标准不高、设施设
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等问题，打造了功能
完善、生活便利、舒适宜居的环境。

“原先普通的门面加了好看的护栏，瞬
间就不一样了，以前破旧的墙壁画上了水墨
画，让我一下就想到了江南。”4月 13日，温
县古温大街商户王五洲说：“‘微改造’不仅
没伤害我对老城区的记忆，还让记忆里美好
乡愁的感觉更浓了。”

城市“微改造”，居民“小确幸”。眼前的
温县老城区，道路整洁通畅，建筑焕然一新，
处处洋溢着诗意和幸福。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洪兰

4 月 12 日，记者来到商城县吴河乡清
塘坳村，随意走进一家白墙黛瓦的农家小
院，房前屋后桃红柳绿，屋里屋外干净整
洁。最让人惊喜的是那清爽明亮的厕所，
光洁的地板、亮白的坐便、簇新的热水器等
一应俱全。

小院主人张向民开心地说：“轻轻一踩，
污物被水直接冲走，经新型化粪池发酵处理
后，就成了田地里上好的有机肥，又卫生又

方便又环保。”
近年来，商城县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因地制宜引导农
民改建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和沼气池
式等无公害卫生厕所，拆除或改造旅游沿
线、省道国道、景区附近有碍观瞻的旱厕、破
厕、露厕等，加大村民广场、农村集市和中小
学校等公共场所公厕建设。

“为了调动农村改厕的积极性，县里出
台政策，新建公厕每座奖补10万元，改建公
厕每座奖补5万元，农户改厕每座奖补1000
元。县里还组织人员赴外地参观考察，学习
改厕经验。”商城县“改厕办”负责人李正

说。至今，该县已新建、改建农村公厕 46
座，改造农村户厕近1.2万座，今年计划完成
户厕改造3.8万余座。

为确保新建、改建厕所干净卫生，他们
对每座新建、改建公厕实行全县统一编号，
推行公厕“所长制”，聘请专职保洁员，实行
管理制度上墙、保洁员职责上墙；农村户厕
则由各乡镇建立台账，统一编号标牌，在每
个编号牌上标注维修服务电话，建立后续管
护长效机制。

商城县县长周哲坦言，“改厕”不仅改出
了美丽乡村新面貌，更改出了农民群众幸福
好生活。③9

首家儿童主题书店开门

郑州机场又开新航线

本月底可直飞曼德勒

我省启动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和无证幼儿
园专项治理

让孩子在家门口
上优质普惠园

老城“微改造”带来“小确幸”

农村“改厕”改出好生活

安阳破解废弃汽车管理之困

“僵尸车”有了专业“管家”

4月 13日，来自许昌学院艺术系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内乡县七里坪乡后坪村描
绘文化墙。去年以来，该校先后5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100多人次到该县，用彩笔
绘制文化墙5000多平方米，传承了乡风文明。⑨3 张中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