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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未知，基站先行。2019年 12
月 17日，河南闽惠融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在郑州举行了智慧 e网 5G微基站
选址和垂直应用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由广东闽惠融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河南闽惠融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举行，负责在河南各
市、县（市）推广微基站站点数据的采
集布局。智慧 e 网 APP 通过自带高
精准的卫星地图、坐标、经纬度进行
选址定位，精准的海拔高度标记迅
速优化信号源搭配，进入大数据库，
减少以往基站选址人力资源的浪费，
为承建（运营商）节省时间、节约资
金，同时为站址资源提供方带来更高
利润。

由于5G建网频段较高，基站覆盖
范围相对变小，而5G的应用场景却不
断增多。5G基站在数量上要远多于
4G 基站，其密度可能是 4G 基站的
2—16倍。5G 微基站以间距 40—60
米安装一个，使5G信号无缝覆盖。由
该公司集中力量、主创运营的智慧 e
网 APP 选址应用极为方便地化解选
址难题。

为此，该公司提前举行智慧 e网
5G微基站精准选址和垂直应用发布
会，在全省辖区开展选址定位工作，为
接下来的5G网络建设、微基站站点数
据采集布局打下良好基础，让为河南
人民早日用上 5G网络，享受 5G带来
的美好生活。

5G来了！
——智慧e网 助力5G微基站布局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荥阳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628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181
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24日
机构住所：荥阳市郑上路与百合路交叉口西北侧 2号楼 1
单元1-2层 101号商铺
负责人：李杰
邮政编码：450100
联系电话：0371-55691111
发证日期：2019年 10月 18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中原油田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6306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902
成立日期：2006年 7月 6日
机构住所：濮阳市惠民路盟东二期005号

负责人：毛睿
邮政编码：457000
联系电话：0393-8977765
发证日期：2019年 10月 23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9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1100
成立日期：2006年 7月 6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金色龙湾1-104、105、106（1、2层）
负责人：党如斌
邮政编码：462000
联系电话：0395-2608662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26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武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632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821002
成立日期：2006年 6月 29日
机构住所：修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115-2号门面房第一层
负责人：陶垚之
邮政编码：454350
联系电话：0391-3885150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14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34951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93410800
成立日期：2007年 3月 28日
机构住所：焦作市解放区丰收中路1566号地产交易市场第
二层
负责人：杨亮
邮政编码：454150
联系电话：0391-3885150
发证日期：2019年 7月 2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9年第二批保险经营许可证公告明细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明年，我省将严格落实相关规
定，在教育部门确定的招生范围内，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
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电脑随机录取，报名人数不满招
生计划的，实行“注册入学、直接录取”。这是 12月 21日，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毛杰做客民生政论型对话节目
《百姓问政》时明确的信息。

2020年，我省所有民办普通中小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
统一管理，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
方式进行统一招生；坚决遏制跨区域掐尖招生、义务教育考
试招生、与社会培训机构挂钩招生、各类考试证书招生等行
为。

另悉，为破解“入公办园难、入民办园贵”问题，省委、省
政府把新建和改扩建城乡幼儿园1000所列入2019年河南
省重点民生实事，目前整体进展顺利，项目完成后将至少增
加10万个普惠学位。按照实现普惠目标的要求，相关部门
正逐年提高公办园在幼儿园中的占比，支持引导民办园提
供有质量的普惠性服务，到2020年全省普惠资源覆盖率将
达80%以上。③6

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等多个环节环环相扣，分好类，还得处
理好。中联再生资源公司总经理李芳
介绍，他们每天出动两辆可回收物专用
密闭运输车和一辆有害垃圾运输车，将
收集到的垃圾密闭运输至位于城区 15
公里外的分拣中心，对有害垃圾进行集

中储存，待达到一定数量后交由具备有
害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对可
回收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处理。

截至12月 15日，安阳市累计投放智
能化分类垃圾收集装置 96套、分类垃圾
桶 1200 余个，收集储存有害垃圾 0.976
吨、可回收物217.291吨。

“当市民不纠结于垃圾分类的
‘小麻烦’，而当成自家的‘分内事’，
文明的习惯就能逐渐养成。”安阳市
城市管理局局长杨庆兵表示，2020
年年底前，安阳市生活垃圾智能分
类系统覆盖范围将扩大到10万户，
并建成可回收垃圾分拣中心。③6

安阳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见成效

“麻烦事”变成了“分内事”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以往到了冬天，若是走到小区垃圾桶旁，难免

会发现地上有冻成冰的垃圾污水。12月20日，记

者在安阳市殷都区世纪名城社区看到，智能垃圾

回收柜旁干干净净，四周没有一点垃圾和污水。

今年4月22日，安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

式试点推进，该市42个小区、5万户居民都用上了

这种生活垃圾分类“大块头”。如今安阳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成效如何，记者进行了走访。

安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动于
2018年，走在全省前列。当年 6月，该
市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生活垃圾分类
工 作 推 进 领 导 小 组 ，印 发《安 阳 市
2018—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全市千余家公共机构、130
个学校也参与其中。

“我们采取‘四统一’工作法，即统一
进行招标、统一宣传内容、统一分类标识、
统一收运模式，由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市

场化运作，市区两级财政投入资金1200
万元，共有5家公司中标。”安阳市垃圾分
类办工作人员李云介绍，他们还对企业进
行全程考核，对于工作不力、效果不好的
企业，会相应减少其负责的户数。

如何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
惯？

“来，我帮你看卡里有多少积分，瞧
能兑个啥。”在文峰区安惠苑小区的智能
垃圾回收柜前，工作人员正在协助居民
查询积分。只见回收柜4个亮蓝色箱体，
分别标注回收纸张、金属、塑料、玻璃等可
回收垃圾；1个鲜红色回收箱回收有害垃
圾。旁边兑换柜里有肥皂、洗涤液等生
活用品。垃圾投放后，箱体底部的称重
仪器会根据重量等数据，生成个人积分，

在积分兑换机可换取肥皂、洗涤液等相
应物品。

“刚开始很多居民或者不知道怎么
分类，或者认为太麻烦不愿意分类，我们
就通过各类宣传活动，让大家更直观地
了解到底该咋分。”企业督导员李爱凤
说。

为使市民听得懂、做得了、看得见，
安阳各地推出不少创新举措。

许多社区利用假期和周末开展“小
手拉大手”垃圾分类宣讲活动，邀请居民

带孩子参与，通过“飞行棋”“投飞镖”等
垃圾分类小游戏，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
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良好氛围。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在每个班级配备
可回收垃圾桶，在教学楼一楼和校园东
西两侧设置多处垃圾分类回收点。

“学校制定了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纳入日常事务管理中，并将垃圾分类
教育与课堂教学、学生社团活动、社会
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增强师生的环保
意识。”该校校长王海贤介绍。

推行“四统一”，垃圾分类走在前

让市民听得懂、做得了、看得见

既要分好类，还要处理好

明年我省小升初“公民同招”

民办初中超额一律摇号

民生暖心事

我省高速通行费减免政策有变化

今后6类车上路得交钱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 月 23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
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印
发通知，对我省车辆通行费减免政
策进行了全面清理。

按照通知，我省继续实施的减
免政策包括军车、警车、消防车免
交车辆通行费政策等 14 项，国安
车、全省高速公路救护车、全省高
速公路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
邮政普遍服务运输专用车辆、全省
高速公路甩挂运输车辆、重大活动
和会议指定车辆等
6类车不再免费。

今 后 ，除
《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以及
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
我省各地
各部门不
得以任何
形式制定出台
车辆通行费减
免政策。③8

7类车
通行费可免

●军车：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免交车

辆通行费；

●警车：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路上处

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

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制式警车免交车辆

通行费；

●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的

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

机）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整车合法装载鲜

活农产品的运输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

●重大节假日免收费车辆：重大节假日

免收 7 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包括允

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车辆通

行费；

●自愿参加抢险救灾的社会力量车辆：
对 登 记 备 案 并 审 核 通 报 的 自 愿 参 加 抢

险 救 灾 的 社 会 力 量 车 辆 免 收 车 辆 通 行

费；

●消防车：设有固定装置且正在执行任务

的消防车。

7类车
通行费可减

台账民生

●ETC用户车辆：对 ETC 用户实现不少

于 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并实

现对通行本区域的 ETC 车辆无差别基本

优惠；

●大件运输车辆：持交通运输部跨省大件

运输通行证、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准的行

驶区域在本省高速公路的大件运输车辆，

按照基本费率收取车辆通行费；

●全省高速公路货车：对所有行驶在河南

境高速公路的货车实施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即持有 ETC 非现金支付卡的货车，在

当日 20:00 至次日 6:00 期间驶离我省高速

公路收费站口，可享受九折优惠；

●郑州籍行驶郑州绕城、郑少及航空港高
速公路的小型客车：对安装 ETC 设备或

持有 ETC 非现金支付卡的豫 A 牌照小型

客车实施免费政策；

●洛阳籍行驶洛阳绕城高速公路的小型
客车：悬挂豫 C 牌照的小型客车（7 座以

下，含 7 座）在洛阳绕城高速公路区间内

行驶，可享受协议规定的免费政策；

●平顶山籍行驶平临高速公路的小型客
车：悬挂平顶山籍牌照的小型客车(7 座以

下，含 7座)往返平临高速公路新城区站至

平顶山南站，可享受协议规定的免费政

策；

●电子不停车收费用户车辆：对高速公

路 ETC 用户（包括中原通“非现金支付

用 户 ”）实 施 车 辆 通 行 费 优 惠 5% 的 政

策。

出门想要扔垃圾，不懂分类别着急。这个小程序帮你一键辨别垃圾应该怎么扔。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中国政府网共同推出的“全国垃圾分类查询”服务已上线微信城市服务，涵盖郑州在内的全国 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怎么找？
打开“微信-我-支付-城市服务”选择“气象环保-环保”可找到“全国

垃圾分类查询”，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要求等内

容都可以看到。
怎么用？
选择所在的试点城市，输入想要搜索的垃圾名称，

如“外卖”，即可得到相关垃圾的具体分类指导。

全国垃圾分类服务上线微信再也不怕扔错垃圾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12月 17日上午9时，在位于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的淇河桥上，一对母女突然落入河中。途经此处的鹤壁市
民张辰、唐东旭、李祥阳、何胜利、李秋贵毫不犹豫地跳入了
近6米深的淇河之中，展开了一场生命至上的接力救援，最
终将落水母女安全救上了岸。

“呵呵，人没事儿就好!”12月 23日，当记者见到5位救
人英雄时，这些小伙子憨厚地笑了。那天早晨，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鹤壁市分公司工作人员张辰与两位同事驱车前往淇
县办事。途经鹤淇大道淇河桥时，张辰透过前挡风玻璃隐
约看到有人从桥上落下。

听见小女孩带着哭腔的求救声，张辰心急如焚，没有丝
毫犹豫便纵身扎进冰冷的淇河中，奋力向这对母女游去。
他的两位同事一边拨打 110、119请求救援，一边从岸边找
来竹竿帮忙施救。路过的唐东旭、何胜利、李祥阳、李秋贵
4人也跳入水中参与救援。

幸运的是，落水母女依靠羽绒服微弱的浮力，暂时没有
沉下去。张辰游到母女身旁，一手抱住小女孩，一手划水向
岸边返回。但是，由于河水冰凉，张辰几近冻僵，他大声呼
喊“不行了，快帮我”，何胜利和李秋贵赶紧游过去接过孩
子，传递给刚刚下水的唐东旭，唐东旭又将孩子交给靠近岸
边的李祥阳。

在 5人艰难的接力救援后，小女孩终于安全上岸。围
观群众迅速脱下衣服为孩子保暖。

张辰等 5人不顾河水冰冷刺骨，再次下水营救女孩母
亲。但由于天气寒冷、体能消耗过大及水流阻力等原因，他
们连续4次下水都未能游到女子身旁。

就在此时，消防人员带着皮划艇赶到现场，在张辰等5
人的协助下，终于将女孩母亲救上了岸。

冰河救人，情暖寒冬。5位鹤壁市民的接力营救，成功
挽回了落水母女的生命，让这个寒冬变得格外温暖。③8

5位鹤壁市民上演“生命接力”

冰河救人情暖寒冬

12月 23日，在河南光大欧安乐龄医养中心——河南
省老年公寓，老人们正在练习书法。该中心通过专业护理
师定期对老人开展互动交流活动，打造体现传统文化与当
代人文关怀的养老方式，让老人们真正享受到大家庭的温
暖。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扫一扫，看安阳
生活垃圾咋分类

哪些车辆免费？

哪些车辆优惠？

具体调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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