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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台账民生

民生速递

万众期待的5G商用，已加

速来到消费者身边。上周，河南

移动举行5G网络郑州全城试用

启动仪式、河南电信开启了5G体验活动，两家运营商还向首批5G体

验用户发放了5G手机。现阶段5G手机价格是否虚高、套餐资费如

何、使用感受咋样、是否值得入手？9月3日，记者对此做了深入采访。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9月 2日，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空军 2020 年
度河南招飞简章发布，空军面向全省
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
科毕业生招收选拔飞行学员。

按照规定，2020 年空军面向两
类学生招收选拔飞行学员。一类是
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男性，年
龄不小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一
类是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男
性，年龄不超过24周岁。

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一般
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综
合择优录取。初选将于今年 9月至
11月进行，由济南选拔中心组织宣传
发动、报名和身体基本条件筛查；复
选将于今年 12月进行，由选拔中心
根据考生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和学校
评价，遴选确定预估高考成绩河南省
达一本线的考生，组织进行体格检

查、心理检测和政治考核；定选将于
2020年 6月至 7月进行，由空军招飞
局组织对符合推荐条件的考生进行
体格检查和心理选拔。

根据政策，军校毕业生飞行学员
被录取后，先后在空军航空大学、飞
行学院各学习 1年，入校即享受军官
待遇，毕业后获得军事学学士学位，
定为正连职飞行军官，授予空军中尉
军衔。

高中生飞行学员采取两种培养
模式。一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即在
空军航空大学全程培养 4年，其间除
享受军校学员的待遇外，还享受飞行
津贴、空勤伙食、特种装具等待遇；二
是“3+1”军地联合培养模式，即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学习 3年，在空军航空大学学习 1
年，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地方高校

“双学籍”，学历本科。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1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为期 62天的铁路暑运已正式
收官。7月 1日至 8月 31日，该公司
累计发送旅客 2670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加217.9万人次，增长8.9%。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以旅游流、
学生流、探亲流为主，其中旅游流贯
穿整个暑运，旅客流向集中于上海、
广州、乌鲁木齐、桂林、北京、成都、兰
州、哈尔滨、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
等旅游城市。

为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郑州
局集团公司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
联、加挂车辆等措施增加运输能力，
在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达520.5

对，其中图定列车 465 对、临客列车
55.5 对。该公司高峰加开高铁临客
列车（含城际）43.5对，占临客开行总
量 78%，为旅客提供高铁、城际更多
车次选择，大幅缩短旅客出行时间。
其中，高铁临客列车发送人数占临客
列车总发送人数的88%。

暑运期间，各大火车站启用自动
验证检票设备，让旅客快速“刷脸”进
站乘车。客流较大的车站设置便捷
中转换乘区，旅客足不出站就能实现
换乘。开展“高铁+汽车”服务，让旅
客在站内就可购买长途汽车票、乘坐
出租车及转乘地铁，切实解决旅客出
行“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
题。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9月 2
日获悉，由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联合印发的《河南省 0—6岁儿
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
出，今年要在全省开展 0—6岁儿童
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建立视力健
康档案。自 2019年起，全省 0—6岁
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达90%以上。

依据《方案》，儿童眼保健和视力
检查工作的服务对象为全省辖区内
常住的 0—6岁儿童。相关工作服务
内容，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第三版）》《儿童眼及视力保健
技术规范》要求，在新生儿家庭访视、
1—8月龄儿童健康检查、12—30 月
龄儿童健康检查、3—6岁儿童健康检
查服务时做好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
查工作。对于 0—3岁儿童检查眼睛

是否有异常、对 4—6岁儿童使用标
准对数视力表检查视力，有条件的地
区可增加与儿童年龄相应的其他眼
部疾病筛查（儿童屈光、眼位异常等
检查）和视力评估，并按照《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记
录检查结果。对于眼睛或视力有异
常的儿童，应及时转诊至相关医疗机
构并追踪随访转诊后结果。

《方案》要求，参与儿童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工作的服务机构，须为经县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确认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
及其他医疗机构。同时，我省将结合
国家八部委下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及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下发的有关通知要求，结合
0—6岁儿童的不同特点，开展相应的
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并建立完善
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③9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有了电子‘办事员’，效率真高。”8
月29日，济源一家电动车店的店主董浩
对记者说。

董浩所说的电子“办事员”，正式名
称是政务服务自助终端。董浩车店附近
的北海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新装了
这种设备。

使用自助终端，董浩不到5分钟就
提交完申请材料，一天后便拿到了所申
请事项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如果在过
去，他需要赶到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相
关窗口才能办理。使用自助终端扫描上
传相关材料，不用提供纸质材料，办证的
成本也减少了。

济源市积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
务”建设，努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对材料少、审批程序相对简单的事
项，推进自助化、网络化办理，今年8月，
100台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正式投用。

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张云红介
绍，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在济源已实现了
市、镇、村三级覆盖，不仅在25个市级人
口聚居区、16个镇（街道办事处）便民服
务中心安装了此设备，在59个村（社区）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也已完成安装。

位于大峪镇的小横岭村，地处山区，
位置偏僻，距市区五六十公里。最近村
里新装的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引起了很
多村民的关注。

步入小横岭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一台外观与银行ATM机十分相似的政

务服务自助终端格外引人注目。该自助
终端服务内容分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公
共服务、便民服务四大板块，有材料扫
描、文件打印、手机支付等多种功能，一
些事项可通过该设备全流程自助办理。

“这个机器很方便很实用，群众不用
跑远路，刷身份证就可以查高龄补贴、残
疾人补助等信息，还能打印身份证、户口
簿等。”小横岭村党支部书记崔宗峰说。

据悉，该自助终端业务应用将不断
完善，在线申请残疾证等功能近期将上
线。③8

在河南移动举行的5G网络郑州全城试用
启动仪式上，华为、OPPO、vivo、三星、小米和中
国移动展示了各自的5G手机，河南电信也提供
了中兴 Axon10Pro5G、华为 Mate20X5G、
vivoiQOOPro5G 三款 5G 手机供用户选择。
虽然是刚上市，但是 5G手机价格已经呈现出
差距。这中间，最热门的华为 Mate20X5G
（8G+256G）价格 6199 元。价格最为亲民的
是vivoiQOOPro5G，最低价为3998元。价格
最高的是三星 GalaxyNote10 + 5G，价格为
7999元。中国移动还推出了自有品牌的5G手
机——中国移动先行者X1，售价为4988元。

因为 5G 手机全部采用全网通的网络制
式，都是三网通用，因此无需换号。河南电信
推出了不换卡、不换号、不换套餐的5G体验计
划，目前已经在郑州人民路营业厅等7个营业

厅同步发售。河南移动也推出了为期三个月
的 5G免费体验方案，客户使用 5G手机，可以
领取 100GB 的 5G 免费体验包（2G/3G/4G/
5G网络通用）登录5G网络。对消费者担心的
使用 5G手机是否会产生高额话费，目前两家
运营商均表示不会。

购买 5G手机，当然要体验极致性能。这
几款手机的外观、运行速度、拍照效果都是旗
舰级水平，记者在河南电信活动现场使用华为
Mate20X5G手机，下载速度轻松达到1Gbps。
除了下载速度快，5G视频通话、4K高清视频、
5G路由器、VR互动游戏等应用也丰富多彩。
但运营商同时提醒，因为目前5G基站覆盖范围
有限，日常使用还是以4G信号为主。想尝鲜的
用户可以先入手体验，如果考虑性价比，明年5G
终端上市品种会更多，价格也会更给力。

截 至 目 前 ，移 动
5G 网络已经实现郑州
市三环以内主要道路
的连续覆盖。此外，移
动 5G网络还实现了龙子湖智慧岛、郑大一附
院、交通枢纽、重点景区等重点区域的覆盖。采
访中，运营商也表示，将会以5G手机全城试用
为契机，推动我省 5G发展再提速。河南移动
将按照“郑州主发、全省联动、应用引领”思路，
持续加快5G网络建设，今年年底前，实现郑州
市四环以内和航空港区建成区的连续覆盖，启
动并加快省内所有省辖市 5G网络建设，进一
步提速规模商用步伐。河南电信也正在加快
推进网络建设，预计2020年年底前，全省将建
设 2万个以上 5G基站，将完整覆盖 18个省辖
市市区和重点县域、高校、工业园区等。③4

我省0—6岁儿童视力检查覆盖率要达90%以上

保护视力 从娃娃抓起

空军2020年度河南招飞简章发布

这两类学生可报名

铁路暑运收官
郑铁累计发送旅客2670万人次

健康

出行

来了，要尝鲜吗

济源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实现三级覆盖

村里有了电子“办事员”

9月3日，长垣赵堤
镇东赵堤村，片片荷叶
绿意绵绵，让人如同置
身江南水乡。这里的
“莲文化”主题公园由
40 亩废旧坑塘改造而
来，已成为当地群众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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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庭延

随着全新秦新车信息的陆续曝光，消费
者对这款新车的入市越来越期待。近日，记
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全新秦EV版、燃油版不
仅将在 2019 成都车展首发亮相，还将于车
展正式启动预售。

全新秦EV
基于专业 e平台打造，紧凑型纯

电动家轿新标杆

基于e平台打造的全新秦EV，不仅在造
型设计上极其亮眼，更在续航能耗、安全等
方面具有标杆性的越级实力。

新车搭载 160Wh/kg 高密度三元锂电
池，配备高效率高转速永磁同步电机，以及
基于 e平台打造的高集成度全新电驱动系
统，百公里能耗仅为 12.9kWh，NEDC 综合
工况续航里程为421km。

同时，全新秦EV构建起七维四层电池安
全矩阵，与第三代电池智能温控管理系统结

合，有效保障电池安全性；另外，新车高强度
钢用材比例高达52%，车顶静压可达5吨；并
配备行业最新的博世 9.3ESP车身稳定控制
系统，从主被动方面有效保护驾乘人员安全。

全新秦燃油
与EV车型实现七大共享，驾驶品

质与智能科技是亮点

基于比亚迪全擎全动力平台打造的

全新秦燃油，与 EV 车型实现底盘架构、
核心科技、动力技术、智联开放、设计、供
应链及品质管控的七大共享，竞争力不
俗。

动力方面，全新秦燃油搭载 1.5L+CVT
的黄金动力总成，最大功率为80kW，峰值扭
矩为 148N·m。其中 CVT变速器采用液力
变矩器机构、较宽的带轮速比以及独立式液
压控制回路，省油与平顺性极佳。同时，其
底盘由前奔驰S级底盘调校专家汉斯专属调
校，兼顾舒适性与操控性，在驾驶质感上表

现优异。
智能方面，新车搭载同级最强的 DiL-

ink2.0智能网联系统，全球首创的 10.1英寸
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可 100%兼容安卓生
态，支持 300万+APP下载使用；另外，新车
还具备整车 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智能表
现远超同级车型。

整体而言，全新秦明显是有备而来，在
续航能耗、动力驾控、智能科技等方面均表
现出越级产品实力，可以预见，随着 2019成
都车展上预售价的公布，紧凑级家轿市场即
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至于具体的预售价
格，我们车展揭晓。

比亚迪全新秦EV、燃油版将于成都车展开启预售

□本报记者 陈辉

网速更快

5G 网速以 G

为单位，下载

一部高清电影

只需几秒钟

5G手机优势

性能更强

5G 手机将会

在拍照、AI 等

方面实现全方

位提升，功能

更强大

外观更美

折叠屏等新技

术将广泛应用，

5G手机外观将

更为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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