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李红忠 张辉

“过去俺村小巷道、破房子，卫生
没人打扫，生活极不方便。”6月 12日，
看着眼前一排排整齐的楼房，干净整
洁的小区环境，范县城关镇朱堌堆村
村民宋延国感触颇深。

朱堌堆村地处范县新区核心区，
这里大部分房屋年代久远，基础设施
不完善，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影
响县城的整体形象，住户要求改造的
呼声很高。

如何让朱堌堆村跟上美化、亮化
的步伐？在广泛征求村民和专家的意
见后，范县城关镇党委、镇政府思路渐
渐清晰起来：既要重“面子”，更要重“里
子”；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长远。

2010年，朱堌堆村开始谋划改造
升级，拆迁、盖楼、回迁一气呵成，成为

城关镇第一个完成升级改造的城中村。
“俺村是拆迁后原地回迁的，分到

了6套房子和一套门面房。”宋延国说。
“村里 180户 830人没有一个贫困户，
平均每2个人就拥有一套门面房，大伙
儿日子过得美得很咧！”朱堌堆村党支
部书记宋延岭自豪地说。

“城关镇辖内有13个行政村，其中
6个行政村在范县城区内，2个行政村
在范县老城区。目前，城关镇已完成
朱堌堆、仝庄、段庙3个城中村改造，李
庄城中村改造拆迁创造了‘范县速
度’，现在建设工作正快速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始终是镇党
委、镇政府努力的方向。”城关镇党委
书记路同达说。

今年以来，城关镇按照“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工业主导、农
业固基、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的工作
思路，主动作为、务实发展、奋力赶超，

全镇经济社会呈现强劲发展势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

在。今年，城关镇工业发展和招商引
资成效显著，先后完成投资 10亿元的
河南鹏达金属、投资 10亿元的范县新
城国际商业广场、投资1亿元的红星美
凯龙、投资3.5亿元的正东商业街等12
个项目的落地工作。

以生态宜居为关键，城关镇积极建
设付亭、义和庄、西张青营等“有颜值”
的乡村，新修乡村道路1600米、新修下
水道 3700米、沿街立面亮化 2万余平
方米，全镇拆除残垣断壁100余处。

“我们将紧紧扭住乡村振兴战略
这一总抓手，在广阔的天地中展现新
作为，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创新局面。”
路同达说。

乡村振兴的濮阳实践

范县城关镇：城乡融合展现新作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李红忠

“前几天刚出了 3 棚，再等几天
吧。”6月 12日，在范县陆集乡南杨庄
村昌盛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恒温
大棚前，杨发现无奈地推掉了前来收
购草菇的河北客户。

“母亲身体不好，我跟三弟商量着
在家投资干点事儿，经过考察就做了
食用菌种植。”杨发现从外地打工回
家，为了省钱，自己动手搭建起第一
个食用菌恒温大棚。

4 年时间过去，杨发现已经拥有
20座标准化恒温大棚，他还成立了农
民合作社，年产蘑菇 70余万斤，销售
额 400余万元。

陆集乡位于范县东南部，西、北紧
靠黄河大堤，东、南靠临黄河并与山
东郓城接壤，是范县唯一的全滩区
乡。近年来，该乡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开展脱贫攻坚、基础党建、
项目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植树造林、
危房改造等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

陆集乡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先后
组织有产业发展意向的村干部、贫困
户到菏泽、鱼台、重庆等地考察。目
前，全乡共流转土地 9000 多亩，打造
了香瓜、蔬菜种植项目为主的沿范郓
路设施农业产业带；投资 2000万元建
设年出栏 1200头的肉牛育肥基地；建
设完成了投资 1595 万元、占用水面
450 亩的 30 条循环水养鱼生产线项
目，以及投资 130余万元、占地 350亩
的小龙虾养殖项目等。

滩区居民搬迁，是拔除穷根的重

要举措。陆集乡大力推动孙楼安置区
建设，39 栋住宅楼已基本完工，幼儿
园、社区服务中心、敬老院、礼堂以及
室内外装修等均已完成。

“绿色”是陆集乡发展的主色调。
该乡组织人员对各村逐地块、逐路、
逐河渠实地考察，制定栽植计划。目
前，共完成大堤栽植樱花树 6000 余
棵，范郓路植树 5000 余棵，丁沙窝
600 亩林果种植、李盘石 260 亩林果
种植、刘堂村 600亩构树种植、滩区道
路 450 亩国家储备林、石王野 300 亩
经济林等绿化项目已全部完成。

“陆集乡将在现有产业项目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植
壮大龙头企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美丽宜居陆集，
让陆集乡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
快、更远。”陆集乡党委书记张雁说。

范县陆集乡：走在乡村振兴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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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与以前的公交卡相比，交通一卡通除使用

范围更广、应用领域更多，可全球识别，还获得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认证。同时，采用全国统一
标准规范和密钥管理体系，应用国产商用密
码，在交易安全、资金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方
面更有优势。

前不久，郑州全终端手机绿城通正式上
线，这是一款集开卡、充值、查询于一体的移动
支付应用。用户只需在华为钱包、顺鹿 APP
中选择“绿城通”卡，即可在线开通、在线充
值。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一张

“绿城通”卡，在以小额、高频为主的公共交通
支付场景中，用户无需点亮手机屏幕、无需打
开任何APP，像用卡片一样，只需将手机贴近
刷卡区域即可完成快速便捷的支付，同时可享
受“绿城通”普通优惠卡相应折扣（公交 8折、
地铁9.5折）。

未来，“轩辕通”将继续扩大互通范围，实
现全国所有联网城市的公交、地铁、轮渡、出租
车、公共自行车、城际客运间自由换
乘，并逐步向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
区、机场、停车场等交通
全领域扩展。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来之后直接就办
理，速度之快大大超出预料。”6月13日，在建
设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营业部，刚刚办完不
动产抵押登记的郑州市民林先生对记者说。

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郑州市区有9个建设银行营业网点开办
了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今后市民办理不
动产登记抵押登记，无需再在银行和不动产
登记中心来回跑，只需就近跑一趟银行就能
办妥。这一便民改革，为我省不动产登记便
民服务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在传统模式下，市民办理不动产抵押贷
款业务，要多次往返银行营业点和不动产登记
窗口，费时费力。今年3月，郑州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升级，登记部门联合建设银行河南省
分行，开启了“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金融”模
式。按照双方合作内容，建行河南分行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与郑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通过系统直连及数据共享，完成
不动产登记数据信息的直连互通，信息查询、
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不动产登记业务就近
在建设银行相关营业网点即可申请办理。

据了解，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已由原来的
3~5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客户最快4
个小时即可完成个人类贷款申请、贷款审批、
抵押登记、贷款发放的整个流程。③4

□本报记者 曹萍 何可

6月 12日，我省派出的中国援助赞比亚
第 21批医疗队出发前往赞比亚。还未走出
国门，医疗队队员就在北京国际机场团结协
作抢救了一名突发疾病的两岁幼童，动人场
景温暖了在场所有人。

当晚9点40分左右，医疗队队员在北京国
际机场乘坐摆渡车前往T3航站楼。突然，车
上一名怀抱孩子的男子大声呼救，来自郑州人
民医院的徐光、张训功、田兆华以及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的李朝亮立即过去查看情况。

“我们是医生，请你们不要担心。”张训功
一边安慰孩子父母，一边与徐光、李朝亮一同
接过孩子。此时，孩子已神志不清、口腔有大
量分泌物、嘴唇发干发紫、呼吸微弱且全身抽
搐，情况十分危急。他们第一时间将孩子头
部偏向一侧，为他清理口腔分泌物，防止误吸
后堵塞呼吸道。

经过询问，父母说孩子在之前已发烧。援
赞队员判断，孩子应该是高热惊厥，随即给孩
子进行物理降温。经过一系列急救措施后，孩
子恢复意识，唇色逐渐红润、呼吸平稳，虽然仍
在发烧，但生命体征已无大碍。

摆渡车抵达T3航站楼后，医疗队员一同
将孩子平托出车外，一番嘱托后才离开。机
场过往旅客纷纷为他们的义举点赞，直呼“你
们救人的样子真帅！”③4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
在银行有了“窗口”

首批 9个建设银行网点已可
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我省援赞医疗队在京急救儿童

“你们救人的样子真帅！”

手持“轩辕通”刷遍全国245城
老版“绿城通”可置换“轩辕通”，郑州地铁、机场均可购卡充值

□本报记者 宋敏

手持一张卡，畅行通

全国。近日，交通运输部

宣布，2019年要实现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这是交通一

卡通连续4年被该部列为

更贴近民生实事。具体到

河南，目前“轩辕通”卡发

行情况如何？在办理和充

值等便民服务方面有哪些

新亮点？6月 13日，记者

采访了有关负责人。

据了解，包括我省 18
个省辖市在内的全国 245
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实现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截至
今年 5月底，我省已累计发
行交通一卡通 90 万张，共
改造公交、地铁刷卡终端
2.4 万台，“轩辕通”累计交
易金额突破 2.1 亿元，其中
跨区域交易 453 万笔。郑
州市交通一卡通“绿城通”
自2018年 5月 1日起，正式
发行交通部密钥卡，目前已
发行13万张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的
卢氏、巩义、禹州、鄢陵等11
个县（市）也加入了全国互
联互通行列，其中包括不少
贫困县。如卢氏县，去年年
底已完成全部公交车车载
机具的升级改造，同时还可
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下载“轩辕通APP”，进行扫
码支付，并实现网上充值。

目前，全省 18个省辖市和 11个县（市）均
可办理“轩辕通”，发行工作以地方为主。名称
标志的统一便于公众识别，各地发行的交通一
卡通卡面除带有统一的“轩辕通”外，同时可以
有体现地域特点的名称标志。

据介绍，“轩辕通”为不记名押金卡，不可
挂失、不计息，可换卡，市民无须提交身份信
息，卡内仅具有普通钱包功能，也可按规定退
卡及卡内余额。“轩辕通”目前仅支持在当地售
卡点充值。

以郑州市交通一卡通“绿城通”为例，目前
郑州市 7个客服中心已正式发行“轩辕通”普
通优惠卡。“除了7个客服中心网点，目前郑州
地铁站内还有117台自助售卡充值机，郑州机
场 T2航站楼内有 1台自助售卡充值机，各区
市政服务大厅内的智能微客服（共有6台），公
交站台布设的‘点点共享充值机’等，也可以进
行‘绿城通’购卡、充值等。”郑州城市一卡通有
限责任公司风控部经理孙凯丽说，以前发行的
老版“绿城通”，可以到7个客服中心置换成新

“轩辕通”卡。据悉，该公司还在进一步协调布
设更多设备，为市民提供便利。

东大街中国移动营业厅 位于郑州市东大街 59号（紫荆山路与东大街交叉口往西 200 米路北福华大厦）

陇海路中国移动营业厅 位于郑州市陇海路与勤劳街交叉口西南角

经三路中国移动营业厅 位于郑州市经三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向南 50米路东

中原万达中国移动营业厅 位于郑州市中原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东南角

航海东路中国移动营业厅 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与航海东路交叉口东北角

碧云路中国电信营业厅 位于郑州市航海路与碧云路交叉口向东 20米路南

中华保险大厦 位于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西七街交叉口中华大厦一楼大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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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通”是全国
交通一卡通在河南的
名称标志，凡持带“轩
辕通”和“交通联合”
标志的交通一卡通，
可实现全国范围的跨
区（市）域、跨交通方
式的无缝换乘。

“轩辕通”卡郑州
客服中心网点

[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
1800名新生将进入蓝天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今年计划招生 8020人，与去

年基本持平。该校今年新增一个本科专业功能材料专
业，普通本科招生专业达到61个。

书院制办学是该校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益
探索。今年该校1800名左右新生将进入蓝天书院，蓝天书院将通
过实施导师制，在生涯规划、课程学习、课外阅读、科学研究、创新
创业、人生价值实现等方面为学生进行悉心指导，使学生接受高品
质通识教育。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截至 6 月 13 日，我省部分

高校 2019 年招生计划陆续发

布。记者梳理发现，招生方案

中，新增专业成亮点。

[ 河南师范大学 ]
新增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河南师范大学今年面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共
8350人（不含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计划），其中，省内招生计划为
7345人。

今年该校本科招生专业共计 80个。与去年相比，新
增1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计
划招收 60人；新增 1个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专业——体育
教育专业，计划招收 120人。今年该校普通文理招生

专业录取原则由“专业清”（志愿优先）调整为“分数
优先”；省内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由往年在本

科二批次招生调整为在本科一批次招生。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
在豫一本招生专业增至59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普通本专科计划招生

6560 人，其中本科计划 6200 人，专科计划 360 人。今
年，该校把30个专业由往年的本科二批调整到本科一批招
生，调整后本科一批在河南的招生专业达到59个。

该校今年进一步扩大按类招生的专业范围，新增经济学类
和社会学类，共有18个专业类别按类招生。“按类招生”是指在招生时
不按照专业而是按照专业类别招生，学生入学后经过基础课的共同学习，
在一年级或二年级期末依据学生志愿及在校学习成绩与表现进行专业分流。

[ 河南科技大学 ]
新增机器人工程等2个本科专业

河南科技大学今年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 10581人，其中省内
计划招生8283人。该校今年新增机器人工程、农业水利工程2个本科

专业，其中，机器人工程专业计划招生60人，农业水利工程与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专业合并按农业工程类招生，

计划招生160人。
今年，该校新增与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合作机械电子

工程专业，计划招生 120人；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合作培养应用型本科项目新增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计划招生 30人；该校应用工程学院
新增专升本会计学专业，计划招生40人。

本报讯（记者 王平）夏日炎炎，吹空调如
果不当，大人小孩儿都易“中招”。记者 6月
13日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获悉，该院接
诊不少因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
病的患儿。专家提醒，吹空调也要“有讲究”。

空调病，又称“空调综合征”，主要与室内
通风不良有关。据专家介绍，国内的空调多
采用完全内循环方式制冷，装空调的房间大
多紧闭门窗，与室外的新鲜空气隔绝。随着
人体的呼吸，室内逐渐缺氧，而二氧化碳排不
出去，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有损人体健康。

如何避免“空调病”？专家给出了夏季正
确使用空调的方法：室内不要全天候关闭窗
户，建议每2~3小时开窗户一次，特别是凌晨
时段可以利用窗外凉爽的自然风降低室内温
度；空调温度与室外温差不要超过7℃，原则
上室内空调温度不应低于26℃；空调房间禁
止吸烟，患有呼吸道感染者建议暂时不要吹
空调；卧室床单、地毯、沙发罩要经常清洗消
毒，以防空调房间内微生物繁衍滋生。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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