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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火灾是危害文物安全的主
要风险，消防安全是文物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文物
局、应急管理部18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工
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文物建筑上不得直接安装灯具搞“亮化
工程”，在文物建筑外安装灯具的要保持安全距离。

据介绍，当前，全国一些地方还存在文物消防安全责任
不落实、消防基础薄弱、管理粗放、火灾防控能力不强等问
题，电气故障、生活用火、燃香烧纸、施工现场违规动火等文
物火灾隐患依然存在，需要从制度机制入手，全面加强和改
进文物消防安全工作。

意见明确，距离消防救援队较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国家一级博物馆要建立专职消防队，结合实际需要
配足配好消防器材装备，组织队员定期开展防火培训和灭
火演练。其他文物、博物馆单位要按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
配齐人员和消防器材装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巡逻检查。

意见指出，文物、博物馆单位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防
火检查，每日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对社会开放期间，每2小
时开展一次防火巡查，并强化夜间巡查。

意见还提出要充分应用先进适用的设施装备，积极推
广运用远程监管、智能监控、安全用电、高效防火灭火等方
面的先进设施设备和技术，增强文物火灾自动报警和灭火
能力，利用无人机等装备对古村落、大型文物建筑群实施智
能巡查，不断提升物防技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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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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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郑东新区首批15座“智能”公厕免费开放

设备心中有“数”服务“主动”贴心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李林）11月 19日是“世界厕所
日”。记者18日从郑州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首
批15座“智能”公厕在该区正式投用。据悉，这批
公厕利用“互联网+”技术，具有“会思考”人性化的
特点。

18日，在郑东新区龙湖旁一座外形设计极具
现代感的建筑前，迎客松翠色正浓，各色月季点
缀其中，有管理人员介绍，这是首批投用的“智
能”公厕之一。

“点开APP就能找到公厕位置，进入公厕，有
电动门、感应出水龙头、自动除臭设备等。”市民
李先生发现“智能”公厕大有“不同”。

记者在公厕入口处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大
屏幕，上面不停滚动出各类数据。“‘智能’公厕结
合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网络传输、传感器
等技术，非常‘聪明’，也非常人性化。”郑州东瑞
环卫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友士告诉记者，通
过安装的空气质量监测终端、智能水电表、人流
量监测终端等各种传感设备，可以实时启动各
类设备，比如监测公厕内氨气、硫化氢、湿度、温
度指数，在传感器感知到指标超标后会自动除
臭喷香。

从 2018年开始，通过郑州市相关部门建立
的微信小程序和 APP，可快速查找到市内 2000
多座公厕的具体位置，群众对此点赞。而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智能”公厕更胜一筹，市民通过微
信扫码，不仅能在APP上看到所有“智能”公厕位
置，还可以了解厕位使用情况。

记者发现，“智能”公厕的人性化程度非同一
般，设有热水器、自动感应冲水、风干机、自助充电
器、便民服务药箱等设施，另外还有母婴室、休息
室、化妆间等功能间。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公厕
对市民免费开放，厕内还设有无障碍卫生间，大门
可自动开启，墙壁上的呼叫铃可随时寻求帮助。

此外，“智能”公厕管控系统还提供了反馈窗
口，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对公厕的服务管理、
硬件设施、空气质量、等待时间等如厕体验作出
评价，如厕过程中发现设备故障也可进行故障报
修。郑东新区指挥中心对用户的评价、建议、问
题等动态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并帮助环卫部门及
时处理问题，实现公厕的精细化管理。

“如厕小事”也是民生大事。据悉，郑东新
区首批投用的 15 座“智能”公厕主要集中在
高铁站、大型商超、儿童医院、北龙湖、龙子
湖大学园区等人流密集的重点地区。该区计
划从 2020年上半年开始，以高铁站、CBD、省政

府周边等区域为重点，在
辖区内全面
铺 开“ 智
能 ”公 厕 建
设。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月 18日上午，64
岁的退休职工孙桂芬到郑州市中心医院门诊
开药时，惊喜地发现一楼的厕所焕然一新。
记者看到，厕所入口处设有液晶显示屏，清晰
显示厕位分布情况，还能显示哪个厕位正在使
用。利用气体传感器对厕所内氨气、硫化氢浓
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如超标，保洁人员将
采取处理措施。另外，通过环境监控系统，对
光照、水量、温湿度等进行实时监控，保证厕所
时刻处于光亮、适宜、清洁的开放状态。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智慧厕所改造。年
底前智慧厕所将达12座，覆盖门诊和急诊大
楼，实现对医院厕所的精细化管理。”郑州市
中心医院总务科科长王建明说。

据了解，通过改造，郑州市中心医院男女
厕位比接近1∶2，有效解决了高峰时段女厕所
排队的突出问题。第三卫生间还设置了坐便
位和具有婴儿台功能的多功能台等。

小厕所影响大形象。对于医院来说，厕
所是为患者提供便利的一个窗口，厕所整洁
与否、细节是否到位、能否满足患者人性化的
需求，直接影响着患者的就医感受。

智慧厕所建设是郑州医疗卫生系统推进
厕所革命的缩影，体现了郑州市医院服务的温
度，也是精细化管理的升级。目前，郑州各市
属医院重点针对门急诊区域、公共区域的998
个公共卫生间开展改造。通过集中督导验收，已
有954个公共卫生间达到智慧厕所标准。③6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吴丁玲）11 月 10日，叶县
盐都街道阳光棕榈园小区的集中供暖设备调试
完毕，业主们脸上挂满了笑容。

该小区建成后，因未及时集中供暖，引发业
主不满。日前，该小区党支部成员齐上阵，与热
力公司协调，今年将为居民家通上暖气。

近年来，叶县持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将小区物业管理提升列为城区“三大重点”工作
之一，并以盐都街道为试点，推行“党建+物业+
业主”模式引领小区物业提档升级。

去年10月，盐都街道成立物业工作领导小
组和物业管理办公室，帮助辖区内有物业公司
的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对 4个老旧小区实行
直接管理。在此基础上，各小区召开业主代表大
会，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成立小区党支部，在
楼栋设立党小组，经过业主投票，选出在职党员
和离退休党员中有热情、有能力的居民党员进入
支部班子，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院内车辆乱停乱放问题也一度困扰阳光棕
榈园小区的业主。今年 5月，该小区成立了党
支部，支部成员及时把问题反映给物业公司，并
督促其整改。物业公司设专人每天巡逻，并在
小区内设置车辆单行道，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党支部成员身上寄托着业主的信任，要及
时听民声、察民意、解民忧。”退休老党员、阳光棕
榈园小区党支部书记王运生介绍，党支部成员
每周一都参加小区物业公司例会，集中反映业
主诉求，研究解决方案。“党支部有着强大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架起了我们和业主之间的‘桥
梁’。”祥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杜高生说。

新的小区管理模式，不仅督促物业公司提升
服务质量，也增强了业主的主人翁意识。在党支
部和业委会的引导下，阳光棕榈园小区成立了党
群志愿服务队，参与小区共建共治，清理绿化带、
扫地、倒垃圾……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干劲十
足。如今，该小区道路更顺畅了、环境更整洁了、
邻里关系更和谐了，业主们赞不绝口。

尝到了甜头，该县也正在将“党建+物业+业
主”小区治理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小区。③8

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
局局长杨红灿18日说，从案件查办看，房产租售、装饰装修、
教育培训成为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三大高发领
域，其中房产租售行业案件数量和涉案信息数量均列首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8日举行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
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杨红灿介绍，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 2019年“守护消费”专项执法行动。
今年4月至 9月，针对房产租售、教育培训、保险经纪、美容
健身、装饰装修等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问题突出的行
业和领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从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最突出的违法行为是未经消费
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违
法案件710件，涉案信息276.3万条，罚没款1006.3万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受到
保护。”杨红灿说，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打击未经消费者同意，收
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
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
者明确表示拒绝的，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等违法行为。

据统计，行动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办各类侵
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案件1474件，查获涉案信息369.2万条，罚
没款1946.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54件，组织执法联动
4225次，开展行政约谈3536次，开展宣传活动10653次。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是
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重大疾病。对于很多经济条件较差的
家庭来说，孩子罹患疾病后高昂的治疗费用与较长的治疗
周期，很可能会成为压垮整个家庭的重负。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根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署，国家卫健委深入调查研究、
深化沟通协调，将解决 10种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
治保障问题作为卫生健康系统落实主题教育要求的重点之
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了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
治及保障管理政策措施，提出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的政策
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组数据，生动体现出此次行动的成效——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5105例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患儿纳入监测管理
体系，实行有效的全程疾病管理，大部分患者在省内得到有
效救治，个人医药费用负担下降。

专家指出，据测算，此项政策每年将惠及近6万名新发
血液病、恶性肿瘤患儿，将有效降低患儿医疗费用负担。

记者了解到，通过实施定点医院救治、分级诊疗管理和
综 合 保 障 政 策 ，患 儿 在 省 内 救 治 的 报 销 比 例 将 提 高
10%—20%，平均减少医疗支出3万元—6万元/例。

郑州医院进行智慧厕所改造

已有954个公共卫生间达标

叶县探索“党建+物业+业主”小区治理模式

小区共治 美好共享

□文/本报记者 王小萍
图/本报通讯员 牛富江 聂金峰

11月 17日下午，受西北路冷空气影响，三门峡市区
最低气温降至 3.6摄氏度，在西部和南部山区，雪花纷纷
降落，山川、田野和河流都笼罩在白茫茫的瑞雪之中。据
三门峡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降雪范围包括灵宝市
的寺河乡、朱阳镇、五亩乡、苏村乡等，卢氏县的杜关镇，
陕州区的张汴乡、西张村镇等。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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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儿童血液病
恶性肿瘤病种纳入救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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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次竞地价原则确
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
件）。

新郑出（2019）77 号（网）宗地熔
断价为 5792 万元，最高限价为 7684
万元。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
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通知公告”——《关于启用新郑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新系

统的公告》），并于2019年 11月 26日 9
时至 2019年 12月 19日 16时，登录新
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大厅”系统，浏览并下载
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19年 12月 19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19）77 号（网）:2019
年 12 月 10 日 9时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 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

断地价，则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
限时竞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价
时长），竞得人的确定方式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
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1月 19日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19]29号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19）77号

（网）

土地
位置

新郑新区文化

路东侧、规划

道路北侧

界 址

东至:新郑新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西至:文化路

南至:规划道路

北至:新郑新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土地面积
（平方米）

8749.4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现状

土地平整、通道

路、通电、通给

水、通排水、通讯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

3.0、小于

等于

3.51

建筑密
度

小于等

于

28.4%

绿地率

大于等于

30%

出让年
限（年）

70

起始价
（万元）

384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842

智能化显示屏

自助充电器

便民服务药箱 “智能”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