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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5月 8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

国资委印发《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宽带网络

提速降费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 专

项行动的通知》，推动固定宽带和移动宽

带双双迈入千兆（G比特）时代，并加大降

费精准度。《通知》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

其中特别提出，推动完善资费公示制度，

要求电信企业“清单式”公示面向公众市

场销售的所有在售资费方案。确保降费

实实在在，消费者明明白白。

台账民生
旅游

用社保卡小心个人信息被盗

今年高职扩招100万人
各地将组织两次高考补报名工作

民生速递

教育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根据 2019 年政府工作报
告，今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教育部 8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这一任务应能如期实现。高职扩招
100万人，将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
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表示，
2018 年，我国高校招生 790.99 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
48.1%。2019年毛入学率将超过 50%，实现高等教育普
及化。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介绍，目前，各地 2019
年高考报名工作已经结束，考虑到本次扩招的生源群体
中，部分有报考意愿的群体没有参加前期高考报名，各地
将组织两次补报名工作。一次在高考前，主要面向普通
高中、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
型职业农民等群体；一次在 10月份，主要面向今年 9月
至10月退出现役的军人。

关于考试形式和内容，王辉表示，对于普通高中毕业
生和中职毕业生，可采取现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
试方式；对于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
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各校根据学校基本培养
要求，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
能测试，依据测试成绩录取。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
拔尖人才，由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

新华社长沙 5月 8日电 近年来，银行卡、信用卡被
盗刷和泄密的新闻时有发生，而犯罪分子也开始将“黑
手”伸向社保，他们通过仿冒人社部门网站、社保APP等
盗取个人信息，从事诈骗活动。

在网络上搜索“社保查询”，很快就弹出了近千条链
接，其中有少数网站是仿冒了当地人社部门网站。“这些
网站很可能出现非法窃取、倒卖、利用个人信息，甚至在
网上发布、受理培训办证信息，以及制作、贩卖虚假的职
业资格证书等不法行为。”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还有部分APP未经人社部门授权，利用聚合、套用人
社部门官方网站或APP等形式，对公众提供数据入口。

“表面上是给大家提供查询人社个人信息的渠道，背后则
可能是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危及个人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提醒，在网上进行人社相关业务查询、申请、
办理时，需提高警惕，辨别真伪。首先，在网上查询社保信
息或是通过线上办理相关业务时，要登录官方平台，防止
落入网络陷阱。其次，要保管好社保卡，不外借他人，丢失
及时补办，保护好个人密码。社保卡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个
人身份识别的凭证、信息交换的介质，社保卡外借将可能
带来个人隐私泄露、社保卡盗刷、社保信息诈骗等一系列
隐患。此外，业务入口安全非常重要，线下使用社保卡、线
上使用电子社保卡时，一定不要下载使用非授权软件。

出行

安全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通讯员
曾倩 杨清波）5月 8日，记者从南阳市民政
局获悉，今年该市将新建 62个城市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以解决更多社区空巢
老人居家养老的问题。

南阳市王府山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负责人崔新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照
国家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标准要求，照
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
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老人不用离开自己居住的社区也能得到有
效照顾，既满足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能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在该照料中心，记者看到设立有休息
室、配餐就餐室、阅览室、康复保健室、多功
能活动室等功能室，老人们可以在这里进
行读书、看报、健身、唱戏等文娱活动，享受
定期理发、修脚、艾灸等服务，对需要特殊
照料的老人，还有专门的陪护人员负责日
常的陪护和康复照料。

截至目前，南阳市已建立城市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场所 70个。南阳市明确提
出，到 2020年，养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
市社区和 90%以上的乡镇、60%以上的农
村社区，建设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③4

南阳今年将新建62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让更多空巢老人居家养老

每天凌晨时分，有一群特殊的人活
跃于郑州市城市地下，他们昼伏夜出，在
地铁隧道内爬高上低，对地铁接触网进
行检修，全力确保白天地铁的正常运
行。5月8日凌晨，记者跟随郑州地铁集
团运营分公司供建中心的接触网检修工
走进郑州地铁隧道，亲身体验城市地下
这些“修网者”们的辛勤工作。

城市地下的“修网者”

▶接触网检修工在地铁隧道内安装
地线接地端。

◀检修工人准备进入隧道作业。

▼检修工人在地铁隧道内巡视查看
接触网情况。

本报讯（记者 宋敏）5月8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计划在5月周末期间，加开“踏
青赏花”号临客列车16对，其中高铁10对，城际、普速6对。

5月 10日—12日、5月 17日—19日、5月 24日—26
日、5月 31日，加开周末线三门峡南—郑州东G9876次、
郑 州 东 — 洛 阳 龙 门 G9203/4 次 、郑 州 东 — 安 阳 东
G9196/5次、商丘—武汉G4535/6次等。

省内短途游方面，5月11日—12日、5月18日—19日、
5月25日—26日、6月1日—2日，加开周末线洛阳—商丘
K5370/69 次、洛阳—郑州 K5360/59 次、新乡—商丘
K5347/50次等；5月17日—19日、5月24日—26日、5月
31 日—6 月 2 日，加开 城 际 列 车 周 末 线 焦 作 — 郑 州
C2995/6次。

此外，铁路部门还通过加密原图定列车开行频次、优
化运能编组等形式，进一步提升运能运力。将原图定周
末线郑州东—洛阳龙门 G6695 次、洛阳龙门—商丘
G6696/7次、洛阳龙门—郑州东 G6700次等，由单组列
车周末开行，调整为 5 月 10 日—12 日、5 月 17 日—19
日、5月 24日—26日、5月 31日每日重联开行，为旅客出
行安排提供更多选择。③4

方便旅客踏青赏花

郑州加开周末临客列车

我国将推动完善电信资费公示制度

降费实实在在 消费明明白白

持续推进住宅小区、商务楼宇等光纤到户建
设工作，扩大光纤宽带覆盖范围，光纤接入端口
占比超过 90%。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在超过 300
个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千兆宽带覆盖用
户规模超过 2000万，为高带宽应用创新和推广
提供基础网络保障。研究制定千兆城市评价指
标，开展千兆宽带应用示范，全年新增千兆宽带
用户（含家庭用户和政企用户）40万。

开展千兆宽带入户示范

针对地铁（城铁）、机场、高铁、学校、医疗卫
生机构、大型场馆、高密度住宅小区和大型商务
楼宇等流量热点区域以及覆盖薄弱地区，进一
步完善 4G 网络覆盖，加大载波聚合等 4G 演进
技术的部署力度，全年扩容及新建 4G基站超过
60 万个，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
组织开展 5G 国内标准研制工作，加快 5G 网络
建设进程。

完善流量热点区域网络覆盖
结合电信普遍服务、网络扶贫等工作，加快

提升学校网络接入和带宽能力，实现全国中小学
宽带网络接入率达到97%以上，普遍具备百兆接
入能力。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面向远程教育推出
免费提速、资费折扣等网络提速降费举措。推动
制订远程教育网络、应用质量等标准规范，面向
不同规模学校开展多种类型远程教育教学提供
指导支持。

中小学宽带接入率超97%

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基
础通信资费给予最大折扣优惠。鼓励基础电信企
业为中小企业推出更有针对性的优惠资费方案和
企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中小企业宽带和
中小企业专线平均资费均降低15%。通过推广大
流量套餐产品、降低老用户套餐外流量单价等方
式，推动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 20%以上。

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
推动完善资费公示制度，要求电信企业“清

单式”公示面向公众市场销售的所有在售资费方
案。减少在售套餐数量，2019年在售套餐数量
较 2018年底减少 15%，鼓励电信企业在部分地
区开展“业务单价+使用折扣”阶梯定价资费试
点。保障用户自由选择权，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
新套餐等行为，切实增强用户获得感。

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

（综合自新华社、工信部网站）

持续提升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宽带网络覆
盖水平。结合远程医疗需求，改造提升远程医
疗网络，面向县级以上医院和医联体逐步推动
专网覆盖。配合卫生健康委开展“互联网+健
康扶贫”应用试点，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加强试
点经验推广。

开展“互联网+健康扶贫”试点

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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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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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在 售 套

餐 数 量 较 2018

年底减少15%

减少1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新密市瑞祥花
园小区住宅楼顶，矗立起一台台崭新的设
备。这些是为公共烟道排放口安装的餐
厨油烟治理设备。“目前我们正精心安装
调试，保证达到最好的净化效果。”5 月 8
日，项目实施方河南博联慧绿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杨辉说。

瑞祥花园小区是新密市开展餐厨油
烟治理的一个试点，该市探索以政府集中
采购、统一安装的方式，把餐厨油烟治理
引入居民社区，进而打造绿色社区。

该小区餐厨油烟治理设备整体植入
智慧解决方案，便于运行维护，在净化、除

味的基础上还能做到自动清洗、自动检
测、实时监控等治理全流程监管，通过大
数据云平台让餐厨油烟治理“看得见、摸
得着、抓得住”，解决餐厨油烟治理的难点
和痛点。

随着餐饮服务业快速发展，油烟污染
呈蔓延势头。“住宅小区餐厨油烟废气治理
一直是个难点。”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
刘永刚博士表示，住宅小区公共烟道油烟
治理，面临着责任主体不清晰、运行维护难
等实际问题，新密市为试点住宅小区整体
安装餐厨油烟治理设备，是进行社区大气
生态治理的有益探索。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6日，记者从此前召开的
全省旅游“厕所革命”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推
进会上获悉，为破解“如厕难”“找厕难”，今年我省将新改
建旅游厕所1387个。

去年，省委省政府将“厕所革命”列入重点民生实事，
全省新改建旅游厕所 1713座，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全省计划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1387座，其中新建
1160座，改扩建 227座。此外，推进旅游厕所电子地图
上线工作，着力解决“找厕难”。

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今年仍然要以加快推进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6月底前，全省各地要全面完成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全省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应建数为46627个，目前建成数为42790个，建
成率为91.77%。

据了解，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今年仍设立1亿
元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奖补资金，其中5000
万用于补助贫困县，5000万用于奖励建成进度快、效果
好的地区。③4

新密试水住宅小区餐厨油烟治理

为社区装上“智慧”油烟设备

今年我省将新改建
旅游厕所1387个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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