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更多人有归属感

“放宽落户条件，对于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意义重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
的不断深入，户口迁移政策普遍放
宽，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拓宽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渠道，这让更多工作、生
活在异地的人有了归属感。”郑州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郑州市中心城区包括金
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
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县（市）、上街区包括上街区、
中牟县、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
新郑市、登封市。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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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11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2月 16
日起，我省高速公路所有收费站全面
实施货车入口称重检测，经称重检测
发现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将禁
止驶入高速公路。

在全面实施入口称重检测后，依
据《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
准》，货车入口称重检测数据会与高
速公路收费系统联动，货车经检测确
认为合法车辆将自动抬杆放行；对违
法超限超载车辆，收费系统将禁止发
卡和抬杆，且人为无法强制抬杆，拒
绝驶入高速公路。

据介绍，在运输不可解体货物的
超限超载货运车辆时，货运营业者必
须依法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根据“货车必检、超限禁入”的要求，所
有货车必须按照收费站广场设置的货
车称重检测指示标志、标线及工作人
员引导，有序驶入称重检测设备接受
检测。对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的货
车，公安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

目前，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
检测设备采用两种安装方式：设置在
收费站入口车道上，在进入收费站广
场时有车道指示标志，货车需靠右行

驶，进入称重车道，接受检测；称重检
测设备设置在收费站广场或高速公路
匝道处时，在进入称重车道前有车道
指示标志，货车需主动接受称重检测。

经过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不超
重的可继续前行；超重的货运车辆，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将按照规定
实施劝返，严禁驶入高速公路。同
时，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和公安交警
部门将加大对高速公路入口周边路
段流动联合执法力度，严查违法超
限超载行为，对不听劝阻、恶意堵
塞、强行冲卡等扰乱检测通行秩序
及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将依法
严厉打击。

“针对发现的违法货物运输车辆，
相关部门将联合惩戒，严格落实‘一超
四罚’。简单来说，即违法超限超载车
辆被查处后，将对货运车辆进行责任
倒查；对倒查中涉及的车辆驾驶人、车
辆所有人、货运源头单位、道路运输企
业将依照法律法规给予处罚。”省交通
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说，违法超限超载3
次的，将被纳入大件运输许可数据和
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名
单。目前，失信“黑名单”数据已下发
至车道收费系统。③9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11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经各地推
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我省已确
定了 4条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精品
线路，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参考。

其中，红色研学线路为焦裕禄纪
念 园 ( 兰 考 县) —— 红 旗 渠 ( 安 阳
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罗山县何家冲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信阳市）——清丰县冀鲁豫边区
革 命 根 据 地 旧 址 纪 念 馆（濮 阳
市）——淮海战役歼灭战纪念馆（永
城市）——镇平县彭雪枫纪念馆（南
阳市）。

文字研学线路为仓颉陵（濮阳
市）——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安阳
市）——许慎文化园（漯河市）——中
国翰园碑林（开封市）。

古都研学线路为安阳市（殷墟、

中国文字博物馆、岳飞纪念馆）——
郑州市（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大
河 村 遗 址 博 物 馆 、登 封 嵩 阳 书
院）——开封市（清明上河园、中国翰
园碑林）——洛阳市（洛阳博物馆、洛
邑古城、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主题
园区）——商丘市（商丘博物馆）。

黄河研学线路为黄河博物馆、南
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郑州市）——黄
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坤鹏山智慧水利
工程技术实践基地（开封市）——黄河
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

此外，相关部门还认定开封市自
由路小学报送的《开启古城“寻古之
旅”感受宋都文化魅力》等 10门课程
为我省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郑州
阳光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报送的《跟着
唐诗宋词去旅行》等 10门课程为我
省研学实践教育特色课程。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12月 11日
上午，漯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
市不动产登记“一费缴纳”功能正式上
线。这意味着在办理商品房网签备案
缴税、商品房转移、存量房买卖等业务
时需要3次缴纳费用的情况将不再出
现，群众随时随地利用微信、支付宝等
快捷支付方式扫描受理单上的二维
码，即可一键缴清所有费用。

据介绍，过去在办理不动产登记
过程时，企业和群众一般需要缴纳税
费、登记费、出让金或收益金等 3种
费用，需要分别到 3 个窗口进行缴
费。为破解不动产登记服务中的难
点、堵点、痛点，变“群众跑腿”为“信
息跑路”，2019年 6月起，漯河市大数

据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联合谋划涉及
不动产登记所有税费的“一费缴纳”，
并于近日上线此项功能。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该市可实现“一费缴纳”
的业务包括商品房网签备案缴税、商
品房转移、存量房买卖及需要缴纳土
地出让金（收益金）的相关登记业务，
除此之外，所有登记类别的登记费，
也可以通过“一费缴纳”功能进行线
上缴费。“一费缴纳”功能的上线也将
有效助推该市不动产登记网上申请、
合同网签、核税纳税、网上缴费、水电
气过户的线上全流程办理，切实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③8

符合此项条件的人员凭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迁入人关系证明（户口簿
能直接显示关系的可不提供）和房屋
租赁合同，经户籍民警在郑州市流动

人口信息平台中核实信息有效无误
后，按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租赁
住房时间，以郑州市流动人口信息平
台中承租人信息录入时间为准。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身份证丢失，不想跑回老
家咋办？今后遇到这
类事，在居住的社区就
能解决。12月 11日，
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
东风路分局获悉，当
日，郑州警方首个智慧
警务服务站正式运行，东
风路分局辖区群众可以就
近到智慧警务服务站，办理居
民身份证的补办、居住证签注业务，非
郑州市的省内其他地市身份证补办业
务也可以在这里办理，操作流程简单
快捷。

据悉，首个智慧警务服务站位于郑
州市东风路与信息学院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的郑州轻工业大学社区警务
室。据东风路分局民警王霞介绍，在智
慧警务服务站补办身份证时，按照“身
份证拍照申请一体机”的提示，输入身

份证号，进入拍照环节，可
以多次拍摄，直至选到自
己满意的身份证照片，
然后输入提交相关个
人信息，即可完成补办
身份证手续，整个流程
不到5分钟。

“在办理居住证签
注时，群众只需在‘郑州

警民通’微信公众号上按
照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审核通

过后，并在智慧警务服务站的‘居住证
自助签注终端’上，在读卡区或插磁卡
处读取自己的居住证信息，即可自动
签注，无需再到派出所办理。”王霞说。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有关负
责人说，下一步，警方将在辖区人员集
中的商圈、社区建设智慧警务服务站，
把群众需要到公安窗口办理的更多业
务下放，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12 月 11 日上
午，平顶山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总经
理李国利照例来到单位五楼楼顶，感
受冬日里“绿”的气息。

这里是一片面积约700平方米的
“空中绿地”。一盒盒用轻质营养土种
植的佛甲草绿意盎然，铺满整个屋顶，
四周饰以白色的栅栏。沿着红色透水
砖铺砌的小路漫步，极目远眺，城市美
景尽收眼底。

从空中俯瞰平顶山市新华区，这
样的“空中绿地”连线成片，构成一道
独特风景线。

环境就是民生。作为中心城区，
近年来，新华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并把绿化环境作为治理雾霾
的有效手段，通过规划建绿、见空植
绿、拆墙透绿、依路建园等措施，深入
挖掘城市绿化潜力，改善空气质量。

然而，随着城市扩容，“见缝插绿”
的空间越来越少。今年以来，该区依
据专家指导意见，对辖区核心区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居民楼，科学实
施“楼顶绿化”工程，把屋顶变“绿地”，
让绿色植物成“空气净化器”。

今年 5月起，该区对全区核心区
的近70万平方米屋顶，分批分阶段进
行设计、施工。从清运楼顶垃圾、重新
铺设防水层，到栽种绿植、铺设透水砖
道路，再到安装微喷自动灌溉系统，目

前，该区已对辖区 12层以下的近 20
幢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楼、40多幢居
民楼楼顶进行了植绿改造，全部种上
了具有吸尘作用、耐寒抗旱的佛甲草，
种植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

不仅要种好，还要管护好。“为保
证成活率，绿化公司定期对绿植喷淋、
除草、修剪。”该区环境监测站有关负
责人说，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楼，
我们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进
行管护，而居民楼则全部由政府出资。

既美化了环境，又净化了空气。监
测数据显示，今年 11月，该区 PM10、
PM2.5同比分别下降了19%、13%，优
良天数同比增加了2天；从今年6月起，
该区在全市每月环境控制质量考核排
名由之前位居后列进入第一方阵。③9

下周起，货车上高速须先称“体重”
超限超载禁入

假期不知道带娃去哪儿？

这4条“官方”推荐研学线路了解下

轻松扫码 一键缴清

漯河不动产登记实现“一费缴纳”

向天要“地”向上要“绿”

这里的屋顶变身“空中绿地”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郑州市户籍制
度又有重大改革。12月 11日，记者从郑
州市公安局获悉，即日起，郑州警方放宽两
项、增加一项户口迁入郑州市落户条件。

即凡持有郑州市中心城区居住证
满 1年、户口住址在农村的人员，可申
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
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迁入县（市）、上
街区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不
要求持有居住证的时限。

符合此项条件的人员凭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和迁入人关系证明（户口
簿能直接显示关系的可不提供），经户
籍民警在郑州市流动人口信息平台中
核实居住证信息无误后，按规定办理
户口迁移手续。

即在郑州市中心城区近一年内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满 6个月的人员，
可以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
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迁入
县（市）、上街区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
制镇的，不要求时限。

符合此项条件的人员凭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和迁入人关系证明（户口
簿能直接显示关系的可不提供），经
户籍民警网上核实城镇社会保险信
息无误后，按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

原先杂乱无章的平顶山市新华区某单位原办公楼顶楼如今绿意盎然。⑨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冬季天干物燥，居民用火、用电、
用气量猛增，是火灾高发期。高层建
筑由于人员密集，内部建筑结构复杂，
一旦发生火灾救援难度会较大。那
么，高层建筑发生火灾该如何逃生？
为此，记者 12月 11 日采访了河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

这名负责人介绍说，高层建筑发生
火灾，烟火蔓延途径多，容易形成立体
火灾。竖向管径、共享空间、玻璃幕墙
缝隙等部位，易产生“烟囱效应”，造成
烟、火蔓延迅速，烟、火易沿吊顶、门、窗、
走道向水平方向蔓延扩散，外部风力作
用会加剧火势蔓延，且易发生爆炸。同
时，疏散难度较大，发生火灾时往往人
员惊慌、拥挤，易造成踩伤踩死，甚至出
现人员跳楼事故。此外，有玻璃幕墙的
高层建筑受高温或火焰作用，易造成玻
璃幕墙碎裂下落，重则形成“玻璃雨”，
破坏水带等器材，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该如何逃生？
这名负责人说，在进入商场、酒店等高
层建筑时，首先要留意建筑内的逃生
疏散图和疏散指示标识，以便逃生时
能快速通往疏散楼梯间和安全出口。
开门逃生前，应先触摸房门，如果房门
变热，则不能轻易打开，否则烟和火就
会直接冲入室内。应马上选择一个暂
时避险的地方，最好是有水源、靠近窗
口，用湿床单封堵门缝，延缓烟气蔓
延。同时，不要贸然打开门窗，避免有
毒烟气进入房间，从而导致火势迅速
向房间蔓延；遇到浓烟时，可利用身边
的衣服、毛巾或者其他可利用的东西
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
烟气进入呼吸道；在逃生途中，如果烟
气特别浓使人呼吸困难，可贴近地面
爬行。另外，切记不可乘坐电梯逃生。

如果大火将安全出口封堵无路可
逃时怎么办？这名负责人说，可在阳台
或楼顶打电话求救，或用醒目的物品引
起消防员注意，以便及时获救；也可用
床单、窗帘或者其他绳索从窗户滑下逃
生，还可沿建筑物外的落水管等附属设
施逃生。③6

请收好这份
高楼火灾逃生指南

郑州放宽落户条件
租房也能入户

●在郑州市中心城区由持有居住证满5年降低至满1年

●县（市）、上街区降低至持有居住证即可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落户条件

放宽

●在郑州市中心城区由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满2年降低至满6个月

●县（市）、上街区不要求时限

●在郑州市中心城区租赁住房满 1年的外市人员，可到中心城
区租赁住房所在地派出所户籍室（户籍服务站）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
住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在县（市）、上街区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租赁住房入户
的，不要求租赁时限

放宽

租赁住房落户条件增加

新华社发

郑州警方首个智慧警务服务站正式运行

在社区就能补办身份证

1 有工作单位，单位有集体
户口的，经单位同意，可选

择入到单位集体户口

2 凭实际居住地房屋租赁合
同，经房主同意，可将户口

迁入租赁房的地址

3 投亲靠友，经户主同意，可
将户口迁入亲友处

4 无处可入户口的，可就近选
择社区公共集体户口入户

4种方式自愿选择入户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