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20日，记者从
教育部门获悉，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时间确定：初试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1日至
22日，超过 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月 23日进
行。我省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共19所。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
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均须
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
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2019
年10月10日至31日，每天的9：00-22：00。预
报名时间为 2019年 9月 24日至 27日，每天的
9：00-22：00。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
com.cn，教育网址 http：//yz.chsi.cn，以下简
称“研招网”）进行报名。现场确认具体时间、要
求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本地区报考情
况自行确定和公布，在此提醒考生及时关注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发布的公告。

据统计，我省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
校共有 19所，分别是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
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科技学
院、新乡医学院、信阳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
院、安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

根据安排，2019年 12月 14日至 23日，考
生可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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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人工智能诈骗新手段

高速公路运营项目按自然年度实施服务
质量评价，新增高速公路运营项目开通之日起
加入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年度评价实行百分
制，其中行业评价为 90分，社会评价为 10分。
行业评价主要包括六项内容，权重分别为：公
路养护（含路面养护、收费站改造）30分、服务
区服务20分、收费服务（含信息化建设）15分、
运行监测和应急管理 10分、安全生产管理（含
路产管理）10分、车辆救援服务5分。

比如，公路养护方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人死亡的，经司法鉴定确因护栏设计、施工
或养护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扣 2分。服务区

服务方面，要求公共卫生间无异味、无
蚊蝇，设施设备完好，卫生整洁，有完
好可用的第三卫生间和残疾人卫生

间，能够免费提供卫生纸、洗手液
和干手设施。卫生间存在绕行
的，扣5分；卫生间有异味的，扣5
分。收费服务畅通保障方面，出

现收费站出口车辆排队至主线，入口车辆排队
至地方道路，每站、次扣0.3分。车辆救援服务
方面，接到救援信息，未按规定时间到达事故
现场和设置安全警示区，每发现一次扣0.5分，
扣完为止。

高速公路养护和服务质量年度评价，坚持
日常评价与年终评价相结合，采取全面自查、
日常巡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社会评价等多
种方式。其中社会评价委托交通行业专家、社
会监督人员、新闻媒体人员及第三方社会调查
机构进行。年度评价分值=100-日常评价扣
分分值-年终评价扣分分值-社会评价扣分分
值。

据了解，高速公路运营项目养护和服务质
量年度评价在 85分以下的，下年度通行费收
费标准按省政府批准的收费标准下浮5%。出
现因运营管理原因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等重大过失的，下年度按省政府批准的收
费标准下浮3%至5%。③9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20日，记者从省
发展改革委获悉，该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根据《意见》，我省将在开展定价成本监
审或成本调查、价格评估的基础上，降低偏高的
景区门票价格和配套服务价格，降价幅度原则
上为20%~30%。

《意见》指出，2018 年未降价或已降价但
降价不到位的 4A 级、5A 级景区以及其他门
票价格偏高的景区，仍存在高定价大折扣等问
题的景区，要加大降价力度；重点降低偏高的
景区配套服务价格，包括交通车（含区间车、观
光车等）、停车、缆车、游船等服务收费；除门票
和配套服务单项价格外，景区综合价格（门
票+配套服务）超过 200 元、往返交通费用超
过 40元的纳入降价范围，推动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秋、
国庆“双节”假期前，各地要明确降价方案并向
社会公布，确保我省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和
配套服务价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目前是各大高校开
学季，也是诈骗案件高发期。8月 20日，河南
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发布防诈骗攻略，提醒
大学生保持警惕，谨防四种人工智能诈骗新手
段，避免上当受骗。

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大
学校园相对比较封闭，大多数学生思想单纯、社
会经验不足，容易上当受骗。比如，新生人生地
不熟，一些骗子会在车站、校门口等地冒充接待
人员，“热情”地帮助新生看管行李或者声称代
缴学费，大家一定不要把钱物交给陌生人；一些
诈骗电话或垃圾短信以资助为由，或者冒充教
育部门、校方以返还学费等为名，让学生提供银
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遇到此类事件要先向
有关机构电话求证，遇到欺诈行为要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警。

警方提醒广大学生，要做到“四不”和“四
要”，避免上当受骗。“四不”：不轻易相信陌生
人，不转账、不汇款；不要将自己的个人隐私随
意透露给陌生人；不要填写各种来历不明的表
格；不要单独与陌生人外出。“四要”：要经常与
父母联系，把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告诉家长；要与
家长约定好汇款条件、方式，让家长不要草率寄
钱；平时要多看、多听、多学习防诈骗的知识，这
样才能有效识别银行卡诈骗、网上诈骗、电话诈
骗；在外要始终保持通信畅通，牢记紧急求助电
话，如果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由公安
机关进行紧急处置。

此外，警方还表示，现在电信诈骗手段花样
翻新、防不胜防，要谨防四种人工智能诈骗新手
段。③9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常规准入
部分的药品名单 20日挂网发布，2019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新版
目录自2020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
示，本次目录调整是提高群众医疗保障待遇的
重要举措，有利于减轻广大参保人员药品费用
负担，提升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我国医药
产业创新发展。

本次药品目录调整坚持优化结构、有进有
出，着力提升基金使用效益。本次发布的常规
准入部分共2643个药品，包括西药1322个、中
成药 1321个（含民族药 93个）；中药饮片采用
准入法管理，共纳入892个。

为更好地满足临床合理用药需求，本次目
录调整常规准入部分共新增了 148个品种，其
中，西药 47个，中成药 101个。新增药品覆盖
了要优先考虑的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
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
等，其中通过常规准入新增重大疾病治疗用药
5个，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 36个，儿童用药 38
个。

从调出的品种看，共调出150个品种，其中
约一半是被国家药监部门撤销文号的药品，其
余主要是临床价值不高、滥用明显、有更好替代
的药品。

此外，经过专家评审，确定了128个拟谈判
药品，均为临床价值较高但价格相对较贵的独
家产品。下一步将确认企业的谈判意向后，按
相关程序组织开展谈判，将谈判成功的纳入目
录。

据介绍，本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是国
家医保局成立后首次全面调整。下一步，国家
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省（区、市）做好
药品目录的贯彻落实工作，尽早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

我省进一步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降价幅度原则上
为20%～30%

考研时间定了
12月21日至22日初试

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发布

@河南高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与养护和服务质量挂钩

评分低于85，收费下浮5%

收费站拥堵通行缓慢，

路面养护不到位，服务区饭

菜质量差、商品价格虚高、

服务态度恶劣、厕所脏乱差

……今后，高速公路经营

单位再出现以上情况，出

现问题的高速路段将被给

予降低通行费收费标准的

处罚。

8 月 20 日，针对日前

出台的《河南省高速公路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与养

护和服务质量挂钩管理办

法（试行）》，省交通运输厅

又印发了实施细则，对评

分标准和考核科目进一步

规范和细化。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6600
公里，收费站 404个、服务区 157对，日均车流
量 150万辆以上。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
枢纽，河南周边与6省交界，多条高速为国家主
动脉，连接南北、贯穿东西，高速公路养护质量
和服务水平直接关系河南的窗口形象。

随着高速公路车流量的不断增长，群众对
品质出行的需求日益提高。但调研显示，我省
高速公路还存在路网老化、设施陈旧、收费站
拥堵频率增加等情况，此外，高速公路用于养
护的资金投入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
路况持续下降。

业内有关专家认为，高速公路收费合约应
当首先体现安全运营和公众服务等基本要求，

如果收费标准与养护和服务质量脱节，缺少制
约条件，缺乏激励措施，收费标准一经批复、长
期不变，与管理服务水平高低无关、与路况好
差无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高速公路养护和服
务质量整体下滑，被群众所“诟病”。

为此，我省立足打基础谋长远的政治站
位，提出了出台挂钩政策的大思路，着力从制
度约束层面解决长期影响我省高速公路可持
续发展的机制障碍。“今后，各条高速路段的服
务是否达到安全、舒适的标准，将直接决定经
营单位能否按照标准足额收取车辆通行费。”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说，在省政府批准的
收费标准内，根据养护和服务质量评价情况，
实行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下调浮动管理。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宋敏

行业六大科目考核

开学季

谨防四种人工智能
诈骗新手段

●转发微信语音实施诈骗。骗子在

盗取微信号后，向该微信号的好友提出

转账要求，虽然目前微信语音不能转发，

但骗子可以通过提取语音文件或安装增

强版微信（插件），实现语音转发；

●声音合成实施诈骗。骗子通过骚

扰电话等方式，录音提取某人的声音，并对

素材进行合成，用伪造的声音实施诈骗；

●利用 AI 换脸实施诈骗。骗子利

用 AI换脸可以伪装成任何人实施诈骗；

●通过 AI 技术筛选受骗人群。筛

选公众发布在网上的各类信息，从而选

出目标人群实施诈骗。

8月19日，海银公益骏成书屋在邓州市张楼乡丁湾小学落成。图为志愿者在教孩子们如何更好地阅读并与大家做互动游戏。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师喆

从前下楼买菜只能有什么买什么，如今
手机一点、订单一下，肉禽蛋奶、蔬菜水果等
各类生鲜产品都能送到家里。我省线上生鲜
消费市场如何？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最爱在网
上买菜？8月 20日，阿里巴巴旗下口碑平台
饿了么与河南商报联合发布《河南生鲜数字
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饿了
么平台今年 1月至 7月我省生鲜产品消费数
据产生。《报告》显示，我省线上生鲜市场发展
快速，订单量同比增速超全国平均水平55%。

线上生鲜消费升级加快

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通过线上平台购买
生鲜产品。《报告》显示，近半年我省订单同比
增速达到全国市场同期水平的 1.55 倍。其
中，线上生鲜消费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为郑
州、新乡、商丘、洛阳和驻马店；洛阳、商丘及
新乡则成为全省同比增速最快的三个城市，
增幅分别超过1000%、480%和470%。

除了消费频次不断提升外，我省消费者
对线上生鲜的购买力也在不断加强。今年前
7个月，河南线上生鲜市场整体购买力表现弱
于全国同期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更
多消费者接触和习惯线上消费模式，我省线
上生鲜市场的整体表现在加速向全国市场靠
拢。在产品的选择上，今年以来，在我省消费
者的购物车中，肉禽蛋奶、水产海鲜等单价较
高的商品数量增速明显，远远高于低价蔬菜
等商品。

用户年轻化趋势明显

与传统线下生鲜消费者多为中老年人
不同，线上消费的主力军明显更加年轻，多
以80后、90后等“网生一代”为主。

《报告》统计，今年以来我省近八成的生
鲜线上消费由80后、90后和00后贡献；消费
场景方面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来自学校
的订单量占所有消费场景的13%。

“请去皮”“放果叉”……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在线购买生鲜产品时，会通过订单备注
的方式提出对服务的增值要求。《报告》显
示，今年前 7个月我省线上生鲜订单备注关
键词中，排名前三的关键词依次是切块、开
口（打开）以及新鲜，而硬、甜等对商品品质
的要求数量则明显少于对增值服务的要
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除了对产品的品质
有要求，线上消费者对增值服务的品质也越
发重视。③5

《河南生鲜数字化报告》出炉

“网生一代”最爱尝“鲜”

高速公路养护和服务质量
年度评价实行百分制

行业评价90分
社会评价10分

行业考核
六大科目

公路养护（含路
面养护、收费站
改造）30分

服务区服服务区服
务务2020分分

收费服务收费服务（（含信含信
息化建设息化建设））1515分分

运行监测和应运行监测和应
急管理急管理1010分分

安全生产管安全生产管
理理（（含路产含路产
管理管理））1010分分

车辆救援车辆救援
服务服务55分分

“挂钩管理”旨在制度约束

制图/王伟宾

社会评价社会评价社会评价101010分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