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民生新闻│352019年9月5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王文齐 师喆 美编 周鸿斌

司法

民生速递

“小宇”更加聪明智能

了，躲避障碍物减速适当，

刹车更加平顺，顿挫感明显

减少，车速也比以前快了。

台账民生

交通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讯（记者 孙欣）醒目的蓝底白字，
中间是司法行政徽，两边分别是“中国”“司
法”4个字的中英文标识。今后，全省 2469
个司法所的门头全都“长”这样。

9月 4日，记者获悉，省司法厅印发《河
南省司法所标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从外观形象、办公环境、内部标识等方面，对
全省司法所工作中有关标识标牌的种类、规
格、色彩、字体字号、使用要求等进行了规
范。

《规范》明确，司法所外观形象标识规范
包括整体色调、主体形象、标识标牌等。司
法所整体外观形象应当做到庄重得体、规范
统一，体现司法所特点。

《规范》要求，司法所应分别设置办公
室、人民调解室、社区矫正室、安置帮教室、
公共法律服务室、普法依法治理室等。各功
能室内部应分类悬挂相应标识、工作职责、
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图，提高工作质效，方便
群众办事，利于群众监督。

“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强司法所规范化
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级规范化司
法所 758 个，全国模范司法所 45 个。”省司
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旨在促进司
法所依法行政、规范履职、优质服务，不断
提高司法所服务党委政府、服务人民群众
的能力。③3

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全省各大中小
学陆续开学，我省再次加大对校园食品安全
隐患的治理力度。9月 4日，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通知，要求在全省开展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明确指出中小学食堂不
能加工制作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
蛋糕等，严禁各类学校食堂采购、贮存、使用
亚硝酸盐。

通知指出，各级监管部门要督促学校进
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校（园）长
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于学校
食堂新学期新聘从业人员，要进行健康体
检，开展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知识培训等。同
时要求学校落实好索证索票、晨检、校领导
陪餐、食品留样等各项制度，市场监管部门
将对学校食物储存、食品留样、剩余食品处
置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

通知要求，对检查发现硬件条件不符
合要求、食品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学校要督
促整改。此外，对食堂委托经营和校外订
餐的学校，要指导学校选择与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
好的供餐单位签订供餐合同，并明确双方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存档
备查，同时加强对供餐单位的日常监管，严
惩违法行为。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2日，省交通运
输厅发布了中秋小长假高速出行攻略。根
据有关规定，中秋假期河南高速不免费。

今年中秋假期，正值我省举办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受省内部
分旅游景区优惠政策影响，高速出行车流量
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预计 9月 13日至 15
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将突破 560
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8%；假期日均
车流量约 180万辆次，为日常日均车流量的
1.17倍。

根据预测，高速出行高峰从假期前一天
（9 月 12 日）晚间开始，车流量将有明显增
加；9月 13日 10时至 12时，将出现出行车流
高峰；9月 15日 17时至 20时，将出现返程车
流高峰。届时，京港澳高速刘江立交至薛店
收费站区间、连霍高速沟赵至东三环北收费
站区间、郑栾高速始祖山隧道段、郑少高速
新密西至新密收费站区间可能出现车流量
大、通行缓慢的情况。

此外，我省高速公路还存在施工路段，
行车高峰期容易拥堵：8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郑民高速杏花营收费站扩建施工，只剩1
条上站车道、2条下站车道；郑州机场高速15
至 17公里处双湖大道互通立交施工，占用超
车道；因汤阴地方道路施工限行，京港澳高
速安阳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通行，限行截止时
间未定；连霍高速商丘段京九铁路跨桥施
工，实行北半幅单幅双向通行（4.3公里）等。

交通部门提示，9月份，我省高速公路处
于施工改造高峰期，加上交通管制影响，会
导致部分路段、收费站拥堵。假期出行时，
可关注“河南高速”微信、微博或拨打 12328
交通运输24小时服务监督客服电话，及时了
解高速施工路况等相关信息，提前规划出行
路线。③8

中秋假期高速出行
请收好这份攻略

全省开展学校食堂安全隐患大排查

裱花蛋糕禁上学生餐桌

标识更好认 办事更方便

全省司法所统一“门头”本报讯（记者 杨凌）9月 4日，
郑东新区智慧岛管委会、宇通客车
集团在郑东新区联合举行发布会，
宣布宇通自动驾驶巴士“小宇”在智
慧岛安全运行1万公里。

据悉，今年 5 月 17 日，省政府
和宇通客车联手打造的 5G智能公
交项目在智慧岛落地，4辆宇通 L4
级自动驾驶巴士开始在智慧岛开放
公交道路试运行。“‘小宇’试运行以

来，已零事故运营1万公里，接待市
民及各省市参观团近 10800人，现
已进入正式运营期。”相关负责人在
发布会上表示。

记者再次试乘“小宇”发现，与
几个月前相比，“小宇”更加聪明智
能了，躲避障碍物减速适当，刹车更
加平顺，顿挫感明显减少，车速也比
以前快了。

宇通技术专家告诉记者，在智

慧岛环形线路上，“小宇”需要经过
7个路口，其间车辆和行人来回穿
梭，道路环境较为复杂，在划定的智
能驾驶专用公交车道上，“小宇”自
动驾驶巴士能够在没有车道护栏隔
离的状态下实现自动运行，识别红
绿灯、行人、障碍物，还能识别紧急
类车辆并作出主动避让。“通过试运
行，‘小宇’能够接触到千变万化的
道路环境，我们根据这些实际道路
场景对其技术模块不断调整提升，
帮助‘小宇’学习成长，使‘小宇’的
驾驶技术更加接近人类。”

据悉，为了使自动驾驶巴士真
正实现落地运营，以 L4 级自动驾
驶巴士为核心，宇通构建了一整套
5G 智能公交系统解决方案，实现
了“车—路—网—云—法”一体化
建设，构建了全面协作的新一代智
能网联交通系统。

目前，智慧岛区域已实现5G信
号全覆盖，为自动驾驶运营打下了
网络硬件基础。得益于 5G 通信

低时延、高可靠、超高速、高容量
的特性，车与车、人与车、车与路
等物联信息得以通过更完备的形
式传送、处理，无论是信息获取系
统还是决策系统都能更清晰、更
全面地描绘出运行中的智能公交
系统、道路、环境设施、车辆及人
员等要素的全貌。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元
素为核心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正
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
为全国首个在开放公交线路运行的
L4级自动驾驶巴士，智慧岛自动驾
驶巴士为人们打开了体验未来交通
方式的窗口。

据了解，为了满足更多乘客的
体验需求，“宇通5G智能交通”小程
序已经上线运营，市民通过手机小
程序搜索“宇通 5G智能交通”即可
预约试乘，也可在自动驾驶线路站
台直接扫描二维码试乘。自动驾驶
巴士每天的运营时间是8：00—12：
00、13：30—18：00。③9

避障刹车样样行 安全行驶万公里

自动驾驶巴士“小宇”更聪明了

追剧、刷手机又熬到了凌
晨，赶紧敷片修复面膜、再补点
胶原蛋白；和朋友聚会，烧烤、
火锅、大鱼大肉吃得很嗨，回来
就用保温杯泡上金银花，再来
点进口养胃粉；蔬菜水果没时
间吃，各种维生素、膳食纤维胶
囊成了“标配”……这样的养生

“奇观”如今是很多年轻人的生
活写照。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朱

婕就是“朋克养生”族的一员，
她最常吃的保健品是各类维生
素、蛋白粉等。“熬夜都成习惯
了，又经常吃外卖、没时间运
动，吃点保健品来补一下。”她
的话也道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
健康的焦虑。

有媒体报道称，调查显示，
80%的 90后不敢看自己的体检
报告，也说明了年轻人对于自身

健康的担忧，而昂贵的面膜、各类
营养保健品和护眼仪等保健仪器
成了他们的“ 救命稻草”。据
《2018生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从消费者对于养生的搜索量来
看，90后对养生的偏好度明显上
升；营养保健品的购买者中，90后
占比达到25.01%；一直在吃保健
品的 90后高达 21.9%，成了营养
保健品的购买“主力军”。

一一边熬夜边熬夜打游戏打游戏 一边可乐泡枸杞一边可乐泡枸杞

年轻人年轻人，“，“朋克养朋克养生生””不可取不可取

说起养生、保健品，一

般是同中老年人紧密联系

的。然而，如今很多年轻

人、甚至是90后也加入了

“养生”大军。他们的养生

却很另类，一边熬着最长的

夜、吃着重口味外卖，一边

又购买各种保健品进行“自

救”，被戏称为“朋克养

生”。9月 3日，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专家表示，健

康不是做数学题，一正一负

不能相互抵消，保健品并不

是万能的，这样的“伪养生”

很难带来健康。

熬夜、不规律饮食、缺乏运
动等不良生活方式对身体健康
的透支，真的能通过吃保健品

“弥补”吗？在郑州人民医院营
养科主任张晴看来，保健品不能
替代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不要
指望靠吃保健品“补”回健康，而
且保健品并不适合所有人群，有
些保健品甚至没什么作用，只是
宣传的噱头而已。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
健食品》（GB16740-2014），保健
食品的定义为：声称并具有特定
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
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
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很
受女性青睐的胶原蛋白，其实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能起到
抗衰老的作用；所谓的青汁、酵
素更不是什么‘神奇物质’，本
质上就是一些蔬果汁，多吃点
蔬菜水果就行了。”张晴说，很
多打着“无副作用”“天然”旗号
的保健品，有可能含有对肝脏
有害的成分，所以不建议多吃，

更不能过度依赖。
如今，高血压、冠心病等以

前的“老年慢性病”正快速蔓延
到年轻人中，癌症患者也呈现年
轻化的趋势。全国肿瘤登记中
心 的 数 据 显 示 ，从 2000 年 到
2013年，年轻人（20岁至 39岁）
癌症病发率增长了近 80%。“癌
症患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跟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只
有规律生活，做到健康饮食、营
养搭配，坚持锻炼身体才能有个
好身体，远离各种慢性病。”张晴
说。③5

年轻人成保健品消费主力

良好生活方式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没想到，给城市管
理‘挑刺儿’还有奖励！”8月 28日，今
年上半年共举报城市管理问题 87个
的许昌市民赵松林，从许昌市数字化
城管中心领到了200元手机话费充值
卡。像他一样，此次共有55名举报城
市管理问题的许昌市民获得总值为
6000元的手机话费充值奖励。

许昌是全省首个运用数字化信
息系统进行城市管理的城市，如今
189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都被数字
化管理覆盖，城管、热力等 30多个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应急和服务电
话，在资源整合后，由许昌市数字化
城管中心统一调动。

在此基础上，许昌市建立公众监
督、有奖举报机制，市民发现垃圾乱
丢、道路坑槽、城市“牛皮癣”等城市
管理“常见病”，可以通过拨打 12319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等方式举报相关
问题，一经查证属实，就有机会获得
奖励。近 3年来，许昌市民共反映各
类城市管理问题 2.3 万个，有近 200
人获得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手机
话费充值奖励。

“美 好 家 园 ，需 要 我 们 共 同 呵
护。”许昌市数字化城管中心主任王
磊说，请市民给城市管理“挑刺儿”，
激发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使城市环境卫生质量及管理水平明
显提升。③5

许昌邀请市民给
城市管理提意见

“挑刺儿”有奖

下飞机后不好打车？
机场太大找不到上车点？
以后可能会有新体验。9月
4日，郑州机场联合网约车
平台滴滴，集中推出了一批
优化乘车体验新举措，包括
上车点、乘客休息区、AR步
行导航、网约车专属上车区
和通道等，让旅客在机场乘
车更加顺畅便捷。据介
绍，这是AR技术在网约车
场景的率先大规模应用落
地，也是解决司乘见面难，
提升旅客交通出行体验的
一次新尝试。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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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养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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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中的“小宇”⑨3 本报记者 杨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