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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民生速递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以低热量、低脂、低糖、高纤维

为标签的一类饮食——轻食，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悄

然成为一种代表简单、健康的生活“新食尚”。什么样的饮食是轻

食？选用轻食应该注意些什么？8月22日，记者就此进行了相关

采访。

台账民生 交通

本报讯（记者 宋敏）8 月 22 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山西省政府批复同意
山西运城至河南灵宝高速公路（简称“运宝高
速”）山西境路段开通运营，两省路段于 8月
23日上午正式同步通车运营。

据悉，2018年 11月 27日，运宝高速河南
境路段已全部建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具备开通
条件。由于山西境路段收费标准未批复，为确
保两省同步开通，项目建成后未正式运营。

该路段的建成通车，标志着我省西部重要
大通道、伏牛山旅游高速公路——三淅高速公
路全线通车，也标志着呼北高速在河南省境内
实现全线贯通，对完善国家中部地区高速公路
网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该路段打通了
晋西南与豫西北的省际大通道，为加强区域经
济文化交流，助推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了动力。③4

运宝高速正式通车

职教

本报讯（记者 代娟）8月 16日上午，在新
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技工学校，新乡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开班。
293名表现优秀的纤纺丝工，将在技校和车间
同步接受为期一年的带薪培训。

当天，除了新乡化纤，长城铸钢、豫飞重
工、豫北转向、新科隆电器和豫新汽车等5家
公司的新型学徒制培训班也同时开班，培训
总人数574人。

所谓企业新型学徒制，即“招工即招生、
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企业青年技
能人才。在培养模式上，采取“企校双师、工
学一体”，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
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共
同培养学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
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
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
列支。

“新乡拥有较多的科教和职业培训资源，
现在从国家层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尤其是在政策和资金上有保障，对企业来说
是重大利好。”新乡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

据悉，2016年，我国启动企业新型学徒
制试点工作，我省有 5家企业被列入全省企
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单位，其中新乡市有两家
企业入选。③4

新乡企校推行新型学徒制

招工即招生 入企即入校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记者 曹萍

轻食餐饮成“新宠”A

轻食的受欢迎，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生
活方式。“目前发病率日益升高的糖尿病、高血压、
脑卒中、冠心病等疾病与高盐、高糖、高油的不健康
饮食关系密切，合理膳食有助于降低各类慢性病的
患病风险。”郑州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晴说。

近日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明确提出：提倡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g，成
人人均每日食用油摄入量不高于25~30g，人均每
日添加糖摄入量不高于25g，蔬菜和水果每日摄入
量不低于500g，每日摄入食物种类不少于12种，
每周不少于25种。而主打低卡、素食，以果蔬为主

的轻食正契合了人们对合理膳食的需求。
轻食虽好，但也要注意营养均衡，科学食用

才能真正保持健康。“蔬菜水果、白肉对于控制
体重、防治慢性病确实有好处，但适当的红肉、
脂肪也是身体必需的，不能一味拒绝，以免营养
失衡。”张晴提醒，轻食中很多都是蔬菜、水果，
有的还有生鱼片等，这些食物没有经过彻底加
热，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携带细菌等微生物，导
致胃肠道感染等。同时，这类饮食对于操作环
境、操作人员的要求更高，也需要有关部门加强
监管，确保大家吃得安全放心。③3

高颜值低热量 既美味又健康

轻食渐成生活“新食尚”

8 月 22日中午 12点左右，位于郑州市科源
路附近的“万达金街”各类餐饮店林立，吸引了众
多前来“觅食”的年轻人。记者随便一逛，就看到
了四五家主打轻食的门店。在其中一家店内，几
个女孩正在吃饭。“经常过来吃，这里的饭清淡美
味，很适合减肥。”在附近上班的郑女士对记者
说。她面前的午餐是一盘沙拉，花花绿绿的蔬菜
搭配了一点鸡肉。不只是在线下餐饮店，在各线
上外卖平台，搜索“轻食”，也有数量众多的卖家供
选择，有的热门商家月销量近8000单，好评如潮。

翻看轻食餐厅或者外卖的菜单，低脂鸡胸
沙拉、鲜蔬龙利鱼沙拉、藜麦金枪鱼沙拉等最为

常见，食材多是鸡肉、龙利鱼、三文鱼等肉类，搭
配西蓝花、胡萝卜等蔬菜，以及燕麦、藜麦、玉米
等谷物，颜色丰富、颜值很高。“轻食所选用的食
材都是低热量、高膳食纤维的，制作过程不需要
传统的煎炒烹炸，更多的是蒸煮配以简单的酱
汁，提倡少油少盐少糖。”一位轻食餐饮店店主
说，女孩子来吃的比较多，也适合那些有健身需
求的人。

美团外卖平台日前发布的《轻食消费大数据报
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轻食订单量突破2662
万单，同比增长157.9%，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59%。
郑州2018年轻食用户增速还入围全国前十名。

选用轻食也要注意均衡营养B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新理 左新刚）8月
21日，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街道办事处大张
庄村民张根春拿着因家人意外事故获赔付
的5万元保险金，感慨地说：“‘一元民生’保
险项目给俺家救了急。”

当居民因遭遇突发紧急事件或意外事
故，基本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时，如何及时
有效救助？驻马店市创新实施“一元民生”
救助保险项目，助力脱贫攻坚工作。5月
17日，《驻马店市“一元民生”救助保险项
目实施方案》印发，全面推进“一元民生”救
助保险项目落地。

“一元民生”救助保险项目被驻马店市
政府列为2019年重点惠民工程。据悉，这
是我省首家由政府购买保险服务并列入重
点惠民工程的惠民项目。该项目由驻马店
市民政局作为投保方，由政府买单为辖区内
户籍人口缴纳1元/人/年费用，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公司签
订协议。在保险期限内，驻马店市居民发生
的涉及见义勇为、未成年人溺水死亡、自然
灾害事故、交通事故等事件造成人身伤亡的
对象及特困群众重病医疗对象，不用花一分
钱就可以享受保险公司赔付一次性伤亡救
助金或医疗费用等。

目前，全市已接保险理赔报案235起，
预计赔付救助保险资金100余万元。③5

政府投保 群众受益

驻马店一元入“保”惠民生
为迎接中秋节的到来，近日郑州市动

物园引进了黄嘴鹮鹳、冠斑犀鸟、美洲红鹮
3种 60只鸟类，并对园区部分景观进行了
改造提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
玩。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王雨辰

8 月 19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网河
南电科院”）传来好消息：该院输电线
路 舞 动 防 治 技 术 实 验 室 获 得
2017-2018年度省直青年文明号（五
星 级 ）称 号 ，员 工 杨 晓 辉 荣 获
2017-2018年度省直青年岗位能手称
号。据了解，省直团工委共对全省 92
个集体和117名同志给予表彰。

青年文明号是以青年为主体，在
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创建的，体
现高度职业文明、创造一流工作成绩
的青年集体、青年岗位和青年工程。
国网河南电科院此次一举拿下年度青
年文明号集体和个人的表彰，靠的是
什么呢？

从“舞动重灾区”到“舞动研
究高地”

架空输电线路舞动是冬季影响我
国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故障形式。舞
动容易导致电网受损和停电，故障恢
复困难，社会影响巨大。据统计，全国
每年因线路舞动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数十亿元。

河南曾经是舞动灾害停电高发

区，线路舞动导致的电网供电中断和
输电设施受损情况严重。国网河南
电科院输电线路舞动防治技术实验
室 2010 年建成于新密尖山山顶，是
我国唯一以覆冰舞动为主题的研究
机构，也是国际上唯一可以开展耐张
塔双侧舞动受力试验研究的机构。
实验室团队成员长年驻扎在尖山实
验基地，历经多年苦心钻研，建立了
输电线路舞动防控体系。2015 年至
2019年，河南电网基本未发生舞动跳
闸事件，有效实现了河南由“舞动重
灾区”到“零舞动区”“舞动研究高地”
的转变。

该实验室不仅为我省的防舞动事
业作出了贡献，提出的线路相间防舞
措施已经应用于全国 17个网省公司；
输电杆塔加固措施广泛应用于各项特
高压工程；建立的舞动气象预警中心
被国家电网公司授予“国网舞动预测
预警分中心”，为 9个网省公司提供预
警服务。

“国家培养的博士，就是钻
山沟沟的？”

数不清多少次，叶中飞回到家，还
没跟母亲唠几句家常，一通电话就被
叫走了。他的母亲发问：“国家培养的
博士，就是钻山沟沟的？”

作为国网河南电科院输电线路舞
动防治技术实验室的博士骨干，叶中飞
总宽慰母亲说：“这不，家里现在不停电
了，不也是实现小时候的愿望了吗？”

其实，叶中飞母亲的疑问，也是刚
毕业来到国网河南电科院，一分配就
到了尖山深处的高校学子的疑问。

该实验室 35 岁以下的青年占比
86%，博士7人、硕士15人。响当当的
名牌大学出身，却在冰天雪地里追着风
跑；饿的时候啃一块干方便面充饥，最
艰苦的时候只能和衣睡在地板上……
吃住在野外，游走在崖边，就是他们的
工作常态。

然而，通过近十年的工作历练，这

些 985高校的硕士、博士，已经成长为
“上得了尖山、下得了现场、写得了文
章、进得了讲堂”的综合型专家人才。
正是这么一群平均年龄 33岁的青年
骨干，让我省从舞动灾害停电高发区，
变为“舞动灾害零停电区”。

有他们在，山区老人的电热
毯不会断电

“这些孩子们说话可算话，我这电
热毯一晚上都热着。”

2018年冬季，寒流南下，固始县山
区的一位张姓老人发出了这样的夸
赞。她口中的“他们”，就是输电线路舞
动防治技术实验室的攻关团队成员。

但凡电网一线有险情发生，实验
室的青年骨干就是先锋队、急行军，第
一时间参与现场救援工作。我国首
个±1100千伏特高压线路（吉泉线）首
例舞动事件的现场应急处置，2018年3
月 15 日焦作修田线倒塔事故现场处
理，1000千伏特高压长南I线发生山火

险情现场，2019年 1月信阳、商丘的冰
雪灾害现场，2018年冬季商丘热力管
道开挖带来的供电线路杆塔偏移问题，
2019年春节前夕的湖北、安徽大面积
舞动灾害现场的千里应急支援……近
两年来，这些紧要关头和危急现场，总
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无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大
家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发，在险情
处置上争分夺秒，甚至通宵达旦，都是
常事。

研究成果国际领先，赢得国
际话语权

多年来，国网河南电科院输电线路
舞动防治技术实验室的多项研究成果，
比如线路防舞动措施定量评价、铁塔舞
动承载特性与结构加固等，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赢得国际同仁的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IEEE（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C（国际电工委员
会）、CIGRE（国际大电网会议）三大国际

组织开展标准梳理工作，建立了相应的
技术沟通渠道。目前，该实验室已经有3
人作为国家代表参与CIGRE专项技术
工作，完成 2项 IEEE国际标准的牵头
申报工作，实现国网河南电力国际标准
方面零的突破；与兄弟单位联合，在
IEC/TC85 领域开展电力设备在线监
测国际标准申报。此外，与麦吉尔大学
建立合作，多次接待到访技术人员；接待
韩国电力公司韩国电科院到实验室交流
访问；积极拓展国际业务，承接埃肯直流
等多项国际工程的输电线路参数试验。

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的“工人先锋
号”，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创新
型示范劳模工作室”，国家电网公司“试
验资源共享试点建设单位”“重点实验
室”“科技攻关团队”“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等四位一体运行的综合性试验研究
基地……以及省科技厅科技进步奖，国
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
优秀专利奖……这些荣誉与成绩，与团
队各位优秀青年的长期坚守紧密相关。

可以说，国网河南电科院此次获
得省直青年文明号的集体、个人荣誉，
是实验室全体青年努力奋斗、辛勤耕
耘的真实见证，也是他们再接再厉、勇
攀高峰的强大动力。他们将继续同心
同向、拼搏进取，为实现国际一流的实
验室建设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荣获五星级省直青年文明号
河南这个实验室凭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2日电 工信部 22
日就社会反映的4G网速变慢问题约谈三家基
础运营商。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
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工信部将指导运营商积极
开展网络扩容升级，加大监管力度，继续做好
4G网络维护和改造，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闻库坦言，4G网络属于共享网络，在区
域内由所有用户共享，速率会在区间内波
动。网络体验速率也会受到包括用户数量、
流量规模、网站访问量等多种因素影响。“比
如在火车站、演唱会现场等用户密集的地方，
可能会造成暂时的体验速率下降。”他说。

“我们将通过技术改造等多种方式提高
网络容量，持续推进网络体验速率改善。”闻
库说，工信部将利用5G高速率大带宽特性疏
导 4G网络流量，同时继续做好 4G网络维护
和改造，加大监管力度，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4G网速变慢？
工信部就此约谈三家运营商

资料来源：美团外卖《轻食消费大数据报告》

“鸟”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