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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曹萍 王平

本报讯（记者 陈辉）7 月 29 日，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全省信息通信业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电信业务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网络
提速降费扎实推进，移动宽带用户新
增数居全国第一位。

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79.3%，业务收入增长1.7%，量收规模
分别居全国第 4位、第 6位。省各基
础电信企业税费总额、利润总额分别
居全国第 5位、第 8位，增速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11.7个、24个百分点。网络
建设投入持续加大，网络供给能力不
断增强。上半年，全省电信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居全国第 7 位，同比增长
33.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8.7 个百
分点。全省 4G 基站、互联网省际出
口带宽同比分别增长26.3%、5.8%，规
模均居全国第6位。提速降费进一步
推进，流量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上半
年，全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降幅达
46.6%，手机上网流量居全国第 4位，
同比增长 90.5%，用户月户均流量达
7.5G。

信息通信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推动
了用户结构优化和融合创新业务快速
发展。上半年，全省移动宽带用户、
4G用户新增数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
3位，4G移动电话用户、100M以上宽
带用户占比分别达 80.5%、85.8%，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2.9 个、8.7 个百分
点。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 月 28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全国乡村
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正式公布了
第一批32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并
进行授牌，我省10个村入选。

按照《“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
导意见》提出的建立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录要求，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了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录遴选工作，并确定了
6 项标准：文化和旅游资源富集、自
然生态和传统文化保护较好、乡村民
宿发展较好、旅游产品体系成熟质量
较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完善、
就业致富带动效益明显等。据悉，文
化和旅游部将依托各方资源，在旅游
规划、创意下乡、人才培训等方面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精品项目予以支
持。③5

上半年我省移动宽带用
户新增数全国第一

流量资费下降近半

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我省10个村入选

连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开启“烧
烤模式”，各种“高温病”也进入高发阶
段。7月 29日，记者从郑州市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获悉，近日郑州市 120院
前急救接诊量持续攀高，多天日接诊
量突破 500次。专家提醒，持续高温
天气，要合理饮食、注意休息，谨防热
射病、心脑血管疾病、急性肠胃炎等

“高温病”。
中暑是夏季最常见的疾病。据

悉，一周来郑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接诊
晕倒或中暑患者19人，多是在高温下
工作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郑州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巫庆荣说，出现
中暑症状，要第一时间远离高温环境，
尽快给患者降温，“可以少量多次地补

充含盐清凉饮料，用凉湿毛巾擦拭前
额和躯干，或者把冷水袋或冰袋放在
颈部两侧、双侧腋窝及腹股沟部，有利
于降温后的血液流入内脏，但不能用
酒精擦身体。”

夏季也是急性心梗、脑出血、脑
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数
据显示，气温达到 35℃后，每升高
1℃，医院里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就会增加 17.3%。近日，河南省中
医院脑病科接诊了一位大妈，一直重
复一句“我没事”，其他的话都说不清
楚，一检查是出现了脑梗，也就是大
家熟知的中风。原来大妈在家舍不
得开空调，出了很多汗，又没有及时
喝水，才导致发病。“夏季一定注意及
时补水，但要少量多次，避免血液粘
稠，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该院脑病科
副主任王峰说。

血压波动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重要原因。“出汗后凉水洗脸、冲澡等
突然的‘冷刺激’，大量进食冰冷的食
物，室内外温度的骤然变化，情绪的过
度激动都会引起血压变化，进而诱发

心脑血管疾病。”王峰提醒，很多高血
压患者会发现夏季自己的血压会有所
下降、趋于正常，就想着少吃点药，“夏
季温度较高，人体血管处于舒张状态，
会出现暂时的血压降低，但这并不代
表高血压已被治愈，擅自减少用药或
停药会出现血压反弹升高，引起严重
后果。”

炎炎夏日，啤酒配烤串、吃冷饮喝
冰水是很多人的“标配”，但这样很容
易引发急性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很
多人觉得拉肚子不是什么大事，巫庆
荣提醒：“夏季腹泻不可忽视，不及时
治疗导致身体脱水，血液黏度增高，容
易形成血栓，严重者导致心梗、脑梗
等。”

老人、孩子和孕妇由于身体抵抗
力较差等原因，容易被各种“高温病”
盯上，应该格外注意。“高温天气应避
免户外长时间活动，在饮食上注意清
淡，不要吃过度油腻的食物；不管老年
人还是年轻人都不能过度贪凉，避免
剧烈运动，注意休息，才能安全度夏。”
巫庆荣建议。③4

“高温病”高发 科学预防好度夏

“炎”值在线 经住“烤”验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7月 28日中午12时，鹤壁气温接近
40℃。值班员阮家泊奔走在鹤壁东站
的站台上为旅客服务，汗水早已浸透了
身上的制服。

“湿了干，干了又湿，早晨到现在已
经好几轮了。”他笑着说。

汽笛声响起，从郑州发往北京的列
车开始进站。“10号车厢的旅客请往前
走，带小孩的旅客请照顾好自己的孩
子。请大家注意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
阮家泊一边维持秩序，一边耐心地为旅
客提供指引。

“同志，我的行李有些重，麻烦搭把
手吧。”带小孩的旅客刘女士请求道。看
到她艰难地拖着行李下站台，阮家泊一
路小跑上前帮忙，汗水不停地从他的额
头淌下。

暑期到来，鹤壁东站的客流量陡然增
大，阮家泊和同事们每天要迎送全国各地
途经鹤壁的列车近80趟次。在列车运行
的密集时段，上行、下行的列车一趟接着
一趟，值班员在站台上一忙就是两三个小
时，别说休息了，吃不上饭也是常事。

“从早晨 7点 50分接班，到次日早
晨 8点 10分下班，我们很少有整段的空
闲时间，抢抓列车到来前的间隙扒拉口
饭吃是常态，一餐饭经常要分三四次才
能吃完。”阮家泊告诉记者，夏天的站台
上酷热难耐，隆冬时节又寒风刺骨，这样
的日子他已坚守了27年。

“老阮，2号站台有旅客需要帮助，
请迅速前往！”

“收到收到，现在就去！”
听到对讲机里同事的呼叫，阮家泊

随即中断与记者的谈话赶了过去。此
时，汽笛声再次响起，由西安北发往北京
西的列车即将进站，老阮和他的同事们
又要忙碌了。③8

高温下的铁路人

与气象温度不同，体感温

度是人体所感受到的冷暖程

度。而影响体感温度的重要气

象因素之一就是相对湿度，因

此可以将体感温度理解为“掺

了水分”的温度。

夏季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和

实际温度差异越大；气温越高，

湿度对体感温度的影响越大。

如实际温度33℃、相对湿度70%

时，体感温度可达到44.4℃。

以郑州为例，28日9时至29

日9时，最大相对湿度为74%，而

最小相对湿度也超过 50%，即使

最高气温为 36℃，由于湿度较

大，也会明显感觉到闷热。

（来源：河南气象）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亚芳 王慧

7 月 25日，骄阳似火。郑州经开
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和其
他 7名志愿者一起，顶着酷暑来到祥
云办事处谢庄村一户姓岳的人家，为
他们送去了食用油、蛋白粉、绿豆、白
糖等慰问品。这家的儿子因车祸成了
植物人，他的父亲是环卫工人，母亲一
直在医院照顾孩子，家境非常困难。
武斌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情况，鼓励他们要不惧困难，勇敢面
对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把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月 24日，郑州市经北三路与第
四大街交叉口，经开区纪工委的 8名
志愿者身穿橙色马甲，一会儿蹲下身
子，一会儿弯着腰，认真捡拾、清理路
面上的纸屑、烟头、饮料瓶、果皮果核
等垃圾。一阵忙乎过后，看着干净整
洁的道路，汗流浃背的志愿者们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7 月 16 日，郑州市经北二路与
第三大街交叉口，经开区纪工委的
志愿者手持交通指引旗，一边热心提
醒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对行人闯
红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一
边耐心引导机动车有序通行，以实际
行动号召市民文明出行，共建文明
家园。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为了让志愿服务活动
常态化长效化，7月初，经开区纪工委
成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由纪工
委副书记魏凤林担任中队长，监察审
计局副局长韩惠斌担任副中队长，以
支部党小组为单位分设三个小组，机

关全体干部及党风政风监督员都是
成员，在此基础上，还制定了详细的

《经开区纪工委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
实施方案》及《活动计划》。《方案》明

确，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以服务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抓手，综合
运用宣传教育、文明引导等各种手
段，以“我需要您，一起温暖这座城
市”为主题，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
雷锋故事。

文明宣传、城市志愿服务、爱心帮
扶、文明引导……经开区纪工委学雷
锋志愿服务中队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文明宣传活动中，党
员走进社区，积极宣传廉政文化、《郑
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公共文明

基本常识；城市志愿服务，包含捡拾垃
圾、清理小广告、无偿献血、爱心捐赠
等内容；爱心帮扶活动中，志愿者走进
敬老院和因病致残家庭，走近留守儿
童，把温暖和关爱送给最需要的人；文
明引导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引导各种
车辆依法行停、机动车礼让行人，劝阻
行人闯信号灯、翻越护栏等，引导市民
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路过的行人一句‘辛苦啦’，让我
感到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我们是在付出，其实也
是在得到。未来，志愿服务将成为我
生活的一部分。”志愿者们的真挚感
悟，让人感慨爱和温暖原来是会相互
传递的。

“个人文明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
步。我们要积极引导、精心培养，打造
一支素质高、专业强、有担当的志愿者
队伍，不断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
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武斌说。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

弘扬志愿精神 浇灌文明之花

7 月初，
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成立
了学雷锋志
愿 服 务 中
队 ，让 志 愿
服务活动常
态化长效化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7月24
日一大早，67岁的徐路川带着俩孙女来到村公交站，眯着眼坐在
长凳上等车。虽天气炎热，可绿荫下的老汉，脸上写满了喜悦。

徐路川家住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距镇上约有3公里。
村里没有通公交前，需要步行至镇上，再搭票价3元的客车方能
进县城。两个月前，宝丰新站—商酒务镇的公交线路延伸到了村
里，徐路川变成了城里的“常客”，隔三差五地带着孙女去城里玩。

近年来，农村公路条件不断变好，但农村客运市场发展缓慢，
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今年5月，宝丰探索实施城
乡公交一体化，解决农村群众出行问题。该县采取财政资金奖
补、项目资金整合、社会资本参与、国有公司投入等模式，不断拓
宽融资渠道，以县城为中心，把城区公交向周边的乡镇延伸，把城
乡班线向村延伸，把城乡公交向南部、西部、北部工业区延伸。

“原有客车比较破旧，隔 40分钟一趟，而且路线单一、站点
少、票价贵、核载人数少。”平运公司宝丰公共交通分公司经理朱
伟奇介绍，如今，公交车从早上6点运营至晚上6点，15分钟1班，
一天发45班车，票价1元。为方便群众，一些公交站点还设有共
享单车。

此外，该县积极探索“城乡公交+”模式，与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全域旅游等深度融合，依托资源禀赋和特色文化，打造扶
贫专线 4条，带动偏远乡村产业发展；打通旅游专线 5条，连通
石板河、清凉寺、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等旅游基地，呈现出“路
畅、车通、业兴、村美、民富”的发展态势。

公交给群众带来了实惠，乘客越来越多。“村民们三天两头
进城，一些在城里工作的人也开始坐公交去上班。早上和晚上
几班车基本都是满载。”公交车司机孙书政说，自从公交延伸至
村里，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乘客流量和运营收入都比以前增加了
一倍还多。

目前，该县已投资 1100余万元，新购置公交车 62辆，开通
运营线路15条，建设候车站亭（牌）78个，通村畅乡的农村交通
网络正在逐渐形成。③6

宝丰探索城乡公交一体化

扩大“公交圈”畅通县乡村

气温36℃
为啥却像蒸桑拿

7月 29日，济源市思礼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生活垃圾，通过这些垃圾处理设备，有机易腐垃圾将直接
变成有机肥颗粒。涧南庄村和牛湾新村作为济源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村里的道路上随处可见分类垃圾桶，每天会有专人来
清运垃圾，然后送到垃圾处理中心。该中心运营以来，日处理生活垃圾15吨，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0%。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垃圾分类新时尚

图/王伟宾

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重渡村

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

焦作市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

三门峡市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

开封市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

信阳市新县八里畈镇丁李湾村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

驻马店市平舆县东皇街道大王寨村

周口市淮阳县城关回族镇从庄村

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赵庄村

入选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