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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月 4日电 国家发
展改革委 4日称，到 2019年 12月底，全
国 高 速 公 路 电 子 不 停 车 快 捷 收 费
（ETC）用户数量突破 1.8 亿，高速公路
收费站ETC全覆盖。

根据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近日
联合印发的《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
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到
2019年 12月底，ETC车道成为主要收
费车道，货车实现不停车收费，高速公路
不停车快捷收费率达到 90%以上，所有
人工收费车道支持移动支付等电子收费
方式，显著提升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
务水平。

方案明确，加大ETC基础服务设施
建设投入力度，提升收费站ETC专用车
道比例。高速公路新建、改扩建及大修
时，应根据通行需要，提前规划并适度超
前增设ETC专用车道。2019年 10月底
前，所有车道均具备 ETC服务功能，其
中大中城市、新建城镇、旅游景区周边收
费站 ETC 专用车道占比不低于 70%。
调整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从 2020年 1
月 1日起，统一按车（轴）型收费，并确保
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

根据方案，2020年 12月底前，基本
实现机场、火车站、客运站、港口码头等
大型交通场站停车场景 ETC服务全覆
盖。推广ETC在居民小区、旅游景区等
停车场景的应用。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本周五就要迎来高考了。6月 4日，省招办发
出4条建议，提醒考生提前做好准备，以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大学生在宿
舍突然晕倒，其室友通过心肺复苏配合
体外除颤仪（AED）进行施救，为成功抢
救赢得了时间。体外除颤仪到底是什么

“救命神器”，如何正确使用，成为很多人
关心的问题。

6月 4日，在郑州机场 T2航站楼大
厅内，记者看到安装在这里的AED。就
像是常见的消防设施一样，在一个一米
多高的箱体内放着除颤仪器，箱体外侧
详细说明了仪器的使用方法。据机场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航站楼内安装了两
台，年内计划增加到20台。

AED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操
作简单，用于在公共场所进行紧急除颤，
抢救心脏骤停患者。郑州人民医院急诊
科负责人巫庆荣介绍：“AED能够自动
监测患者心律、自动分辨是否是由室颤
引起的心脏骤停，如需除颤，它会自动电
击除颤，进行抢救，能大大提高抢救成功
率。”

有人疑虑，这个仪器普通人会用
吗？“其实AED是‘傻瓜式’急救仪器，只
要按照图解和语音提示，非医务人员也
可以操作。”巫庆荣说。

据不完全统计，心跳骤停和呼吸停
止的心源性猝死，在我国平均每年高达
55 万例。“这其中 87.7%发生在医院以
外的公共区域，人的呼吸心跳一旦停止，
一定要抓住急救的‘白金 10分钟’。”巫
庆荣说，在施救过程中如果能配合使用
AED，抢救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然而，目前我国 AED 的普及程度
还非常不够。据介绍，郑州机场、郑州
绿博园、郑州二中等已经进行了安装，
但像地铁、火车站、大型商场等人流密
集场所还难觅其踪。“建议加大在公共
场合的安装密度，同时普及急救知识及
AED 使用方法，挽救更多生命。”巫庆
荣建议。③9

年底ETC车道
将成主要收费通道
人工收费车道均支持移动支付

危急时刻
这种“神器”能救命

儿时随着父母去看二七纪念塔的

霓虹闪烁，是张佳琳对“夜经济”的最初

印象。如今 30 岁的她喜欢在下班后逛

商场、泡茶馆、看话剧，“夜生活”更加丰富。

夜间经济是现代都市经济业态之一，也

是繁荣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举措。晚间购物、

餐饮、旅游、娱乐、学习、影视、休闲……今年以来，

河南“夜经济”量质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

力。

台账民生

城市开启夜游模式，逛商场泡茶馆看话剧——

“夜经济”火了 夜生活美了

□本报记者 栾姗

钱包“放轻松”
年轻人是主力

近年来，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河南居民夜间消费占比逐年提升，
80后、90后成为主要消费群体。

前不久，第一财经发布的
“知城·夜生活指数”显示：郑
州居全国夜间生活指数排名
第19位。据不完全统计，18岁

到 30 岁之间的青年是夜间消费的
主要群体，约占34.3%，00后等逐步
迈 入 成 年 的 新 兴 消 费 人 群 约 占
17.5%。夜间消费的高峰期集中在
晚上 7点至次日凌晨 1点，对于“早
已熟悉夜的黑”的年轻人来说，在忙
碌了一天之后，他们需要丰富多彩的
夜生活来释放压力。

6月 3日，河南经济发展研究所
所 长 王 海 杰 告 诉 记
者：“白天的消费，更

多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更多精神
消费需求，一般通过夜间消费释
放。劳累一天之后，走在夜幕之下，
谁不想放松放松呢？顺便钱包也就

‘放轻松’了。”

消费“加把劲”
多元化是趋势

传统认知上的夜经济，更多是
吃饭经济、购物经济；在文化娱乐方
面，也多限于影城、KTV。00 后大
学生田禾苗说：“24 小时书店可以
有。”这种愿望，代表了人们对夜经
济的更高期待。

河南一些特色的夜市、夜间商
圈、深夜食堂之所以能长久地聚集
人气，背后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
秘密。如郑州“城市会客厅”海汇中
心，不少人都将其类比为上海的新
天地，欧式风格的建筑里分布着 30
多家主题餐厅、酒吧、茶馆，一店一

景一故事；洛阳洛邑古城，
房檐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坐在城墙边古院里
老树下的咖啡厅里，可
以静静地发思古之幽
情；开封小宋城再现

《东京梦华录》
的 夜 市 场 景 ，
人们临河而坐

吃饭喝酒聊天，一时忘忧。
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

长星说，“夜经济”给消费“加把劲”，
不仅扩大内需，而且彰显城市气质，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政策“给足力”
优服务是亮点

入夏后天气炎热，夜间消费供需
两旺，“夜经济”逐渐升温成“热经济”。

不过，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
长宋向清指出，目前河南城市夜间
经济多以餐饮、购物等消费为主，企
业相关投资、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
及盈利水平等仍较白天有很大差
距，推动夜间经济繁荣发展，需要政
策引导和扶持。

宋向清建议，允许有条件的酒
吧街开展有规范的“外摆位”试点；
试点在夜间特定时段，将部分夜宵
街、酒吧街所属道路改为分时制步
行街；依托特色餐饮街、美食街、品
牌餐饮店、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
馆、电影院、公园、演艺游乐场等，打
造一批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根据美团网的夜间消费调查，
有近七成的受访企业认为未来河南
夜间消费增幅将在 10%至 20%，他
们愿意继续在河南“夜经济”上扩大
投资。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映）6月 4日，
濮阳市举行2019年“爱心送考”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今年高考
期间，当地近千辆出租车及私家车
将参加“爱心送考”，为考生提供免
费交通工具。

在启动仪式现场，作为“爱心送
考”主力军的出租车列队整齐，统一
张贴爱心标识，并将绿丝带系在后

视镜上；不少爱心人士也陆续赶来，
报名加入“爱心送考”车队。

据了解，高考期间，濮阳市公
安交警部门还将调整警力部署并
加强考点周边道路巡逻管控，为应
急工作、运送考卷、承运考生等车
辆开设“绿色通道”，对“爱心送考”
车辆优先放行，为高考营造一个安
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濮阳市“爱心送考”活动已连
续开展了 13年，成为该市志愿服
务的一个品牌。近年来，该市将志
愿服务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
造道德高地的重要抓手，着力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被确定
为全国“志愿之城”试点城市。该
市注册志愿者已达 76万余人，占
总人口的五分之一。③9

老王坡有好粮 酿造“醉美”酱意浓香老基酒
□本报记者 朱西岭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5月底，在连续多日高温热风天气

下，西平县老王坡农场迎来了小麦丰收
季。5月 24日，在豫坡集团邀请下，来
自省豫酒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驻马店市政府、西平县委县政府、中国
农业科学院、河南省食品科研所的嘉宾
和专家及省内媒体的记者，在这里参加
了万亩酿酒原粮基地观摩活动。观摩
中，豫坡集团2万亩酿酒专用小麦首次
进入公众视野，并在专家介绍下揭开
了豫坡“好粮酿好酒”的背后秘密。

牵手顶级团队
打造酿酒“第一麦”

朱勋博士，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在当天的观
摩活动中，他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中国
农科院围绕“酿酒专用原料（小麦）”和
豫坡集团正在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

朱勋说，依托于豫坡集团博士后

实践创新基地，目前中国农科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选派了多位博士、硕士研
究生，围绕“酿酒专用原料（小麦）”展
开了多项科研，如“酿酒原料（小麦）化
学农药残留控制试验”项目、“国家粮
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项目、“黄淮海
冬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项目。通过农业栽培控害技术、
物理及天敌控害技术、最新防控药剂
极低量施用技术、小麦不同生育期关
键防控技术、小麦全生育期农药等有
害物质的全程监控技术等，最大限度
地控制和降低“酿酒专用原料（小麦）”
中的有害物质的使用量和残留，避免化
肥、农药等有害物质进入酒中，对发酵
微生物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实现酿酒原
料的“零化学农药”绿色生产。

朱勋透露，在全国白酒行业，豫坡
集团率先提出从酿酒原料的绿色生产
出发，从根源上控制酿酒原料中化肥、
农药等有害物质的使用，提高白酒的
品质，有力推动了酿酒专用小麦的绿
色生产和推广，有望在国内白酒业掀

起一场“酿酒原料绿色生产”的变革。

中原小盆地
成就豫坡酿酒好原粮

其实，老王坡自古就是我省小麦主
产区之一。据当地农业专家介绍，老王
坡农场位于东经114O04′—114O10′
度，北纬33O41′—33O47′之间，这里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冷热
季与干湿季区别明显，是河南粮食产
区的中心区、全国优质小麦良种示范

基地中心区和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老王坡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和小麦良种生产基地的设立，为开发
生产绿色食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2018年该基地被河南省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评定为“河南省绿色食品
示范基地”。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小麦
质量行业的专家学者们逐渐形成一个
共识——“全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
看西平”，而西平小麦质量最好的地区
当属老王坡农场。在这里繁育生产的

小麦畅销湖北、安徽、江苏和豫南等
地，并被国内多家名优酒企选定为制
曲用小麦采购地。

此外，老王坡属于典型的中原小
盆地气候，空气湿润、水质优良，易于
微生物的聚集繁衍，是酿酒的天然宝
地。1958年豫坡酒厂建厂后始终以老
王坡农场生产的优质粮食为主要酿酒
原料，早在 1982年就以卓越的品质被
评为农垦部和河南省优质产品奖。

好粮酿好酒
酿造酱意浓香老基好酒

朱勋表示，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
外，豫坡集团和老王坡农场还发挥资源
优势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环境的农作
物栽培技术，并进行了大规模小麦良种
繁育和引种示范推广。1993年，老王
坡农场被评为河南省优质小麦良种示
范基地，在这里繁育生产的小麦种子畅
销湖北、安徽、江苏和豫南等地。由于
生长周期长，籽粒饱满光泽，淀粉含量
高，再加上农药残留低，老王坡生产的

小麦被誉为做曲和酿酒的最佳原料，受
到国内多家名优酒企青睐，用这里产的
原粮酿成的白酒酒体更加丰满，口感更
加醇厚。

1993年 10月，这里出产的小麦经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轻
工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被
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予绿色食品
证书，并连续 26年保持至今。豫坡酒
厂也早于茅台6年，成为国内首家获得

“绿色食品证书使用权”的白酒企业。
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表示，“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豫坡老基酒的酿造
有三大秘诀，即原产地、原粮、原生态，
通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育种、土壤
结构、病虫害防治、农药化肥指标等方
面合作，与河南大学联合成立博士后
流动站，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酿酒专
业达成就业协议，科研、学术、人才，三
位一体，齐头并进，目的只有一个——
好粮酿好酒，打造“醉美”酱意浓香老
基酒。未来，要力争把它打造为公司
的战略大单品，助力豫酒振兴。

“发现豫坡之美”系列报道之二·原粮篇

被评为“河南省绿色食
品示范基地”的豫坡集团 2
万亩酿酒专用小麦田

濮阳“爱心送考”助力高考

高考前，
这些准备少不了

6月 4日，许昌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在许昌博物馆门前启动，5000余辆爱心车辆将在高考期间免
费接送考生。⑨3 牛书培 摄

郑州居全
国夜间生
活指数排
名第19位

00 后新兴
消 费 人 群
约 占 夜 间
消 费 群 体
的17.5%

夜间消费
的高峰期
在晚上 7
点至次日
凌晨1点

“两证”要齐全，保管好相关证件
准备好、保管好身份证、准考证；考试时务必携带相关证件；准考证丢

失，及时到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办补办，身份证丢失，及时到户口所
在地公安派出所开具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并由公安部门在照片上加盖骑
缝章。1

建议 提前熟悉考点，合理规划赶考路线
6月 6日下午，考生可持准考证查看考点、考场，熟悉考点环境；选择

穿着合适衣服，进行入场身份验证演练和“无声入场”演练。
建议考生提前熟悉考点周围交通环境，合理规划赶考路线，选择合适

出行工具，确保按时到达考点，顺利完成考试。2
建议 时间节点要记清

开考前30分钟开始进入考场，首场考试开考前40分钟开始进场。开
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场。外语考试14：25开始入场，14：45禁止
入场。

建议考生提前出门，留出宽裕的出行时间；提前到达考点，调整心情，
从容上阵。

3
建议 保持良好心态，沉着从容应考

考生临考前要调整好心态，保持良好作息习惯；注意饮食安全，保证
荤素搭配；预防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考试时沉着冷静，规范作答；考
试后不懊悔自责，心态平静。

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帮孩子减负降压，营造和谐宽松的家庭氛围。
省招办表示将全力为考生提供安全、清静、适宜的高考环境。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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