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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互联网+医疗早已

不是新鲜事物，但很多

人对此的应用还停留

在网上预约挂号、手机

支付结算这一头一尾

两个环节。从去年 11

月开始，郑州市开始探

索互联网+医保，手机

上点一点，就可以享受

到全流程服务，甚至是

足不出户完成就诊，看

病像网购一样方便正

在逐渐变成现实。如

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有

多少人享受到了这些

便利？患者使用体验

如何？ 4 月 24 日 ，记

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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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民生速递

2018年，我国相继出台《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我
省于去年年底出台《关于促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互
联网+医疗全面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在互联网+医疗如火如荼的发展
背后，也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不同区域及医
疗机构自建便民服务的微信、APP系
统较多，对信息共享、整合积极性不

高，导致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平台服
务资源归集难、服务质量保障难、服
务入口统一难，“需要进一步统一行
业标准，同时加强监管、保障数据安
全是下一步发展重点。”

腾讯副总裁丁珂表示：“安全是
基石，高效是途径，智慧是愿景，健康
是目标，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将帮助
医疗机构提升服务的安全性、效率
性，提供更人性化、更便捷的医疗健
康服务。”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近日正式实施，新国标严
格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标准。
非国标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法规怎样处
罚，发生交通事故时如何认定？4月 25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今后
非国标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将按机
动车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同时，全省将开
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大整治行动。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增长，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日益突出，涉及电动
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呈多发态势，
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为消除
电动自行车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省公
安厅要求全省各地交警部门开展集中整
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动，依法严查
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
行驶、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全力确保道
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后涉及电动自
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对不符合《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按机
动车进行事故责任认定。

当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四起涉
及电动自行车的典型交通违法和事故案
例。警方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驾
驶电动自行车出行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 月 25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19年普
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工作的通知》日前
公布，明确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与全
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招收的普通本科
生待遇相同。

专升本，即普通高校专科应届毕
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我省普通高
校2019年应届毕业、现实表现良好的
普通专科在校学生，以及于2018年至
2019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前退役，且具
有河南省普通高校普通专科毕业学历
的大学生士兵，均可报名参加今年的
专升本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普通高
校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者、退
役大学生士兵在完成学业后参加专升
本考试，继续实行计划单列政策，鼓励
高校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服义务兵
役，录取比例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不低
于30%。

考生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专升
本考试，科目为英语、专业综合，每科
满分为 150分，笔试将在统一高考期
间（6月7日、8日）进行。

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享受本校同
一专业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招收的
普通本科生待遇，其学费、住宿费等执
行同样标准。

招考期间，省教育厅将设立监督
电话（0371-69691252）和举报邮箱
（hnzsbks@163.com），接受广大考生
和社会的监督，对违规招生问题，发现
一起，严查一起，决不姑息。③6

从“无卡就医”到“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加速推进

乘“云”而上 刷新就医体验

□本报记者 曹萍

4月 24日，在郑州市中心医院的
就诊台前，李女士焦急地在包里翻找
就诊卡。导诊志愿者见状赶紧上前
说：“没关系的，直接拿社保卡就能挂
号看病。”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李女士
用社保卡直接挂号成功。

从去年开始，拿着郑州市社保卡
可以实现在郑州各大医院“一卡通
行”无阻。“用社保卡可以直接进行充
值挂号、读卡就诊、自助机医保结算、
读卡取药等全流程服务，已覆盖河南
省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等 10多家医院，还有更多医
院会陆续开通。”郑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调研员张伟介绍，服务开
通后，这些医院发放就诊卡数量同比

减少40%，门诊就诊效率提高30%。
从“持卡就医”到“无卡就医”。今

年 2月底，郑州市人社局与腾讯公司
合作开发了“电子社保卡”，把社保卡
装进手机里，点点手指可以完成在线
挂号、扫码就诊、医保个人账户线上支
付、扫码取药等就医流程，有效解决就
医过程中排队时间长的痛点。据悉，
郑州市目前已签发310余万张电子社
保卡，占到总发卡量的1/3。

省会各个医院都推出了“互联
网+”便民措施：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患者在门诊拿到的检验单上都
附有二维码，扫码可以直接完成缴费；
在河南省骨科医院，患者可以通过支
付宝专有端口进行就诊查询、缴费等。

“朱医生，我最近感觉还可以，现
在是每天两片的量，药吃完了，你再
给我开些吧。”4月 24日上午，郑州的
王先生在家里通过视频进行问诊，手
机那头是郑州市中心医院的朱医
生。朱医生诊疗后，为他开具了“在
线处方”。王先生线上结算后，选了
一家最近的药店“送药到家”。足不
出户，在线挂号、视频问诊、线上结
算、送药到家全部搞定。

这是郑州市人社局和腾讯公司
联合，在全国首创的线上线下门诊慢
病处方共享，将互联网应用场景从医
院延伸至药店，医生在线开具处方后
直接转到合作药店，患者可到药店自
取药物或由药店配送到家。

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者接近 3亿，其中很多是
老年人，频繁到医院就诊开药非常不
便，也造成医院门诊压力。“老年人行
动不便，可以让子女在家操作，在药店
拿药比在医院还要便宜，送药到家也
是免费的。”郑州市中心医院慢病管理
中心主任夏炜说。目前，该模式在郑
州市中心医院和9家试点药店应用近
4 个月以来，共服务医保慢病患者
6000 余人，处方共享成功 21000 余
张，药店实际结算4000余笔。

目前，我省大部分三级医院都已
经试水互联网医院，并结合智慧药房
进行药品配送，打通了患者就医“最
后一公里”。

专升本招生方案出炉
两类考生可报 6月7日开考

从“一卡通行”到“无卡就医”A

送药到家打通“最后一公里”B

资源整合需要更进一步C

非国标电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按机动车处理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车库门自动感
应开关，车主仅需将车开进车厅，有机器
人帮助校正和搬运，还能通过APP预约
车位……这种惬意的停车方式已在洛阳
实现。

4 月 25 日，洛阳一家 AGV 智能立
体停车场投入试运营。该停车场应用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采用国内外领先
的无人值守智能停车系统，可提供 300
余个停车位，辐射周边多个居民小区、商
场、企事业单位。这是洛阳市为解决交
通拥堵、停车难而实施的重要举措之
一。试运营期间，市民可免费停车。

记者在现场体验时看到，驾驶员将
车驶入停车场入口后即可离开，点击入
口处触摸显示屏上的“存车”，停车场内
的“激光导航+梳齿交换”式智能 AGV
机器人就会得到指令，将车辆搬运至停
车场内空闲车位。取车时，只要输入车
牌号码，AGV 机器人就会把车运出车
库，停车、取车过程均不到150秒。

该停车场项目负责人介绍，在停车
场的各进出口内，均配置了两个激光扫
描仪，一高一低，它们是用来判断车辆高
低、大小的。与传统的停车场相比，该停
车场场地利用率更高，车辆存取更加安
全、快捷。在停车场内，每层都有一个机
器人负责“值班”，借助激光导航、数据传
输，它可以精准找到空闲车位。

据了解，为了疏解道路“堵”、破解停
车难，去年下半年以来，洛阳市先后出台

“七策治堵”等政策，还将“在中心城区最
拥堵、最需要的地方建设 52个停车场，
新增停车位 15500个”列为今年的民生
实事强力推进，在充分利用空间上做足
文章，建智能立体停车场向上要空间，以
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尽可能满足市民停车
需求。③5

150秒！
机器人帮你泊车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郑政出〔2019〕46、47号（网）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联合
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合村并城
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
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格
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
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
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
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定的方
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地采用价高者得

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
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年 4月 26日至
2019年5月15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
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http:
//www.zzsggzy.com/“办事指南”窗

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点击“交
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
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19年 5月16日至2019
年 5月 30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9年 5月28日 17时。网
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
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详
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间进行查验，
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取得
《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2
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1209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
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
60号）、《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
（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

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挂牌
出让须知》。

（四）郑政出〔2019〕46号（网）地块
需使用复垦券A券 68.068亩，郑政出
〔2019〕47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
券120.312亩，竞买人不受持有复垦券
A券数量限制参与竞拍。待土地竞拍
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挂钩
办办理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林先生 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

招标局）
2019年4月26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42号

编号

郑政出
〔2019〕
46号（网）

郑政出
〔2019〕
47号（网）

土地
位置

新兴街南、
天河路东

永兴路南、
慧科环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61912.23

80207.74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地下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城镇住宅
（地下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1,
＜3.3

＞1.0,
＜2.6

建筑
密度(％)

＜20

＜25

建筑
高度
(米)

＜100

＜50

绿地
率(％)

＞35

＞30

投资
总额
(万元)

≥158820.97

≥150960.45

起始价
（万元）

67236

81749

熔断价
（万元）

101036

122749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134472

163498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3618

40880

出让
年限
(年)

70(地
下 50)

70(地
下 50)

开发
程度

六通
一平

六通
一平

新华社发

4月 25日，许昌市建设路小学的师生和家长代表表演“快闪”《歌唱祖国》。当日，一场激情的爱国“快闪”在许昌体育馆上演。200多名老师、学生和家长
挥动着国旗，齐聚操场，伴随《歌唱祖国》的旋律，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⑨6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