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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民生法眼

民生速递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月 30日，记者从河南省应急管
理厅获悉，根据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我省下达2019—2020年
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共计3.008亿元。

为扎实有序做好全省冬春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切实保
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省应急管理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

按照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的工作
规程，我省通过“户报、村评、乡审、县定”四个步骤确定救助
对象。对于老年人、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的重病患者等特
殊受灾困难群众，本人办理申请手续困难的，各地应主动将
其列为救助对象，主动开展救助工作。

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原则，按因灾造成住房倒塌
损坏、农作物减产绝收、致伤致残、致贫返贫等情况实行分
类排队，优先做好因灾导致生活困难的优抚对象、低保对
象、“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老年人、散居孤儿、困难儿童、事实无人供养儿童、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的救助。同时，视情提高救助标准，重点帮助
其解决实际困难，确保温暖过冬。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冬春救助原则上通过“一
卡（折）通”，采用社会化方式发放，不具备条件的可发放现金；
确需采取实物救助的，要严格按照招标投标和采购管理有关
规定组织采购，确保采购物资的质量安全。资金分配要坚持

“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分类施救”的原则，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坚持集体研究，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分配资金，不得平均分配、
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不得挤占、截留、挪用，不得擅自扩大
资金使用范围，确保资金分配科学、公平、公正。③5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自
古厕所气难闻，如今香气飘满院；臭坑变鱼塘，小亭可纳
凉……”12月 30日，编写这段顺口溜的方城县博望镇农民
冯清林带记者参观了厕所革命示范村——姜庄村，看看农
村厕改的新变化。

走进姜庄村，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塘。该
村党支部书记李善武满脸自豪地介绍：“俺村刚刚完成厕所
改造系统工程。全村 136户全部进行厕所改造，配上了抽
粪专用车，村头还建起了污水处理站，效果好得很！”

记者从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至目前，南阳市累计完
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65.7万户。其中，今年新改厕
所 39.72万户。全市有 458个行政村完成了整村推进改厕
任务，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保证厕所改造效果，南
阳市科学选择改厕模式，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不搞
一刀切。在污水管网覆盖地区，使用完整下水道式水冲厕
所；在南水北调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地，配
套建设相适应的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在
污水管网覆盖不到的地区，推广使用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
斗式厕所，达到了经济实用、质量可靠、环保耐用的效果。

“厕所革命”扮靓了美丽乡村，像美颜相机一样使众多
的南阳农村“一键美颜”，让群众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博
望镇西皮庄村 76岁的李平安家改造了厕所，还安装了浴
霸，洗澡不出门。李平安逢人便说：“闻了一辈子上厕所的
臭气，没想到老了还现代化一回！”③6

□本报记者 周青莎

老人在小区里骑车撞伤儿童，想要离开，被另一名小区
居民阻拦，争执中老人倒地猝死，其家属将阻拦者和物业公
司告上法庭。12月 30日，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此案并当庭宣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阻拦者和物业公
司不承担侵权责任。

不幸去世的老人姓郭，9月 23日 19点多，他骑着自行
车从信阳市羊山新区某小区南门广场东侧道路出来，与 5
岁男童罗某相撞，罗某右颌受伤出血，倒在地上。同住这一
小区的孙某见状后将孩子扶起，一边联系家长，一边让郭某
等待。郭某称是男童撞了自己，自己有事需要离开，孙某站
在自行车前阻拦。双方争执中，郭某情绪激动。物业公司
两名保安闻讯上前劝说。郭某将自行车停好，坐在小区的
石礅上，不到两分钟却倒下了。孙某见状拨打了急救电
话。然而，郭某没有被抢救过来，因心脏骤停死亡。

法院经审理查明：郭某患多种疾病，事发当月曾在医院
就医，刚出院一周。孙某和郭某事发前并不认识。

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该法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孙
某阻拦郭某的方式和内容均在正常限度之内，其行为符合
常理，不具有违法性。在阻拦过程中，虽然二人发生言语争
执，但孙某的言语并不过激，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也没
有其他证据证明孙某有其他不正当或超过必要限度的行
为。孙某的阻拦行为与郭某死亡的后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孙某不知道郭某身患多种疾病，阻拦的目的是为
了保护儿童利益，并不存在侵害郭某的故意或过失。在郭
某倒地后，孙某拨打急救电话予以救助，其行为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物业公司保安前去相劝，履行了相应
的管理职责，与老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因此，物业公司
也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庭审结束后，法官表示，本案作出这样的判决，就是想
告诉大家，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需要成年人履
行注意义务。对于不利于儿童健康、侵犯儿童合法权益的
行为，每个公民都有权阻止或向有关部门控告，不超过合理
限度的正当阻拦行为，不仅不具有违法性，还具有正当性，
应给予肯定和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人们相互之
间友善共处、诚信相待，邻里之间更应守望互助。还要提醒
的是，一旦发生事故，行为人应当坦然面对，勇于负责，理性
处理。③5

确保温暖过冬

我省下达冬春救灾资金3亿元

老人撞倒儿童离开受阻后猝死

法院：阻拦者不担责

高速公路由最短路径计费转为分段计费

明天起跑多远掏多少钱

□本报记者 宋敏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正式取消，“通行更

加顺畅，一脚油门踩到底”，这是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车主得

到的最大实惠。撤站后在正常通

行情况下，客车平均通过省界的时

间由原来的 15秒减少为 2秒，货

车由原来的29秒减少为3秒。

12月 30日，省交通运输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已提前完成

404个收费站、869条 ETC车道

入网检测，目前新旧收费系统并网

运行，等待明年 1月 1日正式系统

切换。届时，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政

策将有新变化，涉及收费标准、

ETC发票获取、“绿色通道”政策

等，值得车主关注。

高速公路通行费与客货车车型息息相
关。明年起，客车车型分类将8、9座的小型
客车由原来的2类车型调整为1类车型；货
车依据车辆总轴数以及车长和最大允许总
质量，分为1至6类货车，超过六轴的货车，
根据车辆总轴数按照超限运输车辆执行；
新增专项作业车类别，并根据车辆总轴数以
及车长和最大允许总质量，分为1至6类。

车型分类调整后，收费标准也将随之
变化。比如，货车收费标准按照“确保在相

同交通量条件下，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
负担，确保每一类收费车车型在标准装载
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收
费的应交通行费额”原则，由计重收费模式
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模式。

以标准装载的 6 型货车行驶 100 公
里，计重收费标准为0.09元/吨·公里，车型
收费标准为2.50元/公里路段为例：计重模
式应收费用为：［15✕ 0.09 +（49-15）✕
0.04］✕ 100=271 元；车型模式应收费用

为：2.50✕100=250元，按车型收费比计重
模式减少21元。

“我国高速公路普遍实行货车计重收
费，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遏制超限超载。
但由于计重收费需要停车称重，在一定程
度上了影响了货车通行效率。”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宋华东说，将货车计费方式由
计重收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有利于
实现货车不停车快捷通行，促进物流业提
质增效。

“现有收费模式是，收费站入口、出口间多
条行驶路径时，按照最短路径计费；从2020年1
月1日0时起，实现按实际路径计费，ETC车辆
在高速公路门架分段计费扣费，MTC车辆在门
架分段计费、出口交费。”省交通运输厅高速联
网公司副总经理程琳说。

安装 ETC车载装置的车辆，通行费由系
统自动精确到分收取；经混合车道领取 CPC
卡通行的车辆，通行费将由原来的5元、10元
取整，调整为精确到元。

全网通行费电子发票统一由“收费公路通
行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用户可通过以
下方式获取：登录电脑网页端票根网“www.
txffp.com”；“票根”手机端APP；“票根”微信
小程序；“票根”支付宝小程序。③4

全民书店同阅读乐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七十年春

华秋实，七十年日升月落。这里，有我
们热血澎湃的青春年华……”作为“最
美读书声”迎新年全面阅读系列活动之
一，12月 29日晚，中原图书大厦举行的

“最美读书声”庆元旦阅读活动上，8岁
的曹子睿小朋友深情朗诵《70年赞歌》。

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书
香中原建设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在

2020年新年来临之际，省新华书店
组织开展“最美读书声”迎新

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以
“2020阅读点亮新

生活”为主题，在全省掀起迎新年全民
阅读活动新高潮。本次活动于 2019年
12月 28日在全省同步启动，时间持续
到2020年 2月 8日（农历正月十五）。

活动期间，将在全省开展“最美读
书声”迎新年日常主题读书活动 2000
余场、“最美的期待”庆元旦大型专项诵
读活动 130余场、“最美的祝福”迎新春
阅读进基层活动 300余场、“最美诗词
闹元宵”大型专场读书活动 130余场，
活动内容涵盖经典诵读、新春诗会、作
家访谈、课间剧表演等多种形式。③6

（上图为省新华书店提供）

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收费标准

ETC车辆收费精确到分计费方式

这个新年
怪美的

基层民生观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30日电 随着元
旦和春节临近，肉蛋奶、鱼果菜等供给成为
百姓关注的话题。当前“菜篮子”产品供给
和价格形势如何？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0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和地方
有关负责人回答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随着促进生猪生
产恢复政策落地，11月份以来猪肉供需矛
盾有所缓解。12月 27日全国猪肉批发市
场均价42.89元/公斤，比11月 1日价格高
峰时下降 18.15%。同时，鸡肉、牛羊肉、
鸡蛋等价格稳中走弱，水果、蔬菜市场供
给总体充裕。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发布会

上表示，11月全国生猪、能繁母猪存栏环
比分别增长2%、4%。其他肉类及产品方
面，11月份鸡肉、牛羊肉、鸡蛋的批发价同
比上涨 20%至 30%，水产品价格下降
2.6%。近期随着猪价企稳回落，鸡肉、牛
羊肉、鸡蛋等价格稳中走弱。

于康震说，由于前期养大猪使现在出
栏生猪重量提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等
的储备肉陆续投放市场，加上近期进口
猪肉量增加，牛羊肉、禽肉、禽蛋和
水产品等量足价稳，“两节”
期间肉类市场供应总体
充足，价格也会总体
稳定。

南阳一年完成农村厕改近40万户

“厕所革命”让农村“一键美颜”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30日起，铁
路启用新列车运行图。记者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新增旅
客列车 71对，变更运行区段 9对，直通旅
客列车改经由 14.5 对，其中首开郑州东
至连云港、赣州西、盐城方向高铁列车。

新图实施后，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
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与全国高铁网实现
互通互联。

为方便旅客高峰期出行，新图开行郑

州东至南阳东、南阳东至安阳东、安阳东
至郑州东周末线，逢周五、周六、周日、周一
和高峰期开行；新增郑州东至连云港、郑
州东至周口东、周口东至安阳东、郑州东
至灵宝西高峰线列车和郑州东至赣州西、
郑州东至盐城（周末线）高铁列车。目前，
邓州、南阳至郑州的管内高铁列车增至
14对，周口、沈丘至郑州的管内高铁列车
增至20对，更好地满足沿线旅客到达郑州
和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出行需求。③5

行 铁路启用新调图

吃 节日餐桌供应足

2020年 6月30日 24时前属于过渡
期，暂未安装 ETC车载装置的整车
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仍可
享受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

▼12月 30日，节目“武皇祈福”正在彩排。2020年大年
初一至二十九期间，“隋唐洛阳城·最潮中国年”春节系列活动
将在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举行。⑨6 徐凯 摄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需安装
ETC 车载装置，通行高速公路
出、入口时使用ETC
专用通道。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驶出高速公路
出口收费站后，在指定位置申请查
验。经查验符合政策规定的，免收车辆
通行费；未申请查验的，按规定收取车
辆通行费；经查验属于混装、假冒等不

符合政策规定的，按规定处理。

实行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预约服务制度，鲜活农
产品运输车辆通过“中国 ETC 服
务小程序”提前预约或在收费站
“绿通现场登记”专用车道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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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周鸿斌

生鲜车辆这样可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