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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陈燕）
记者1月 9日获悉，近日，由我省派出
的两支“光明行”医疗队在赞比亚和
厄立特里亚圆满完成援助任务，从去
年 12 月底至今年 1 月初，共为两国
800 多名患者实施了白内障复明手
术，赢得了两国人民的一致赞誉。

据悉，“光明行”项目是 2018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
举措之一，旨在通过向非洲国家派遣
短期医疗队，为受援国患者实施白内
障手术并诊治其他眼科疾病。此次

赞比亚“光明行”医疗队由郑大一附
院医务人员组成，厄立特里亚医疗队
由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组
成，于去年12月抵达非洲。

中国援赞比亚“光明行”专家团队
先后为当地患者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
303台，中国援厄立特里亚“光明行”
医疗队为当地患者实施了508例白内
障手术，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送去光
明。据悉，医疗队到达后，不顾舟车劳
顿，争分夺秒、连续奋战，有时一天要
完成30多例手术。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10日
是全国第34个“110宣传日”。当日，
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
主题为“不忘初心 110，共建共治享
安宁”的宣传活动。

省公安厅通报称，2019年，全省
各级公安机关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
警 2557.5 万起，其中有效警情 627.5
万起；各级公安机关 110 出动警力
963.4 万人次，通过调度指挥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11万余人次，
紧急救助群众 156.4 万人次，为群众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200余万元。

全省各地公安机关依托 110 报
警服务台，以巡警、特警、交警、派出
所为主体，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按照

“网格布警、扁平指挥”和“有警接警、
无警巡逻”要求，各省辖市和县（市、
区）主城区初步形成“5分钟到达、10
分钟控制、30分钟封城”的治安封控

网络。此外，各地公安机关依托 110
报警服务台建立了防范电信诈骗联
动工作机制，与通信运营商、银行等
相关单位联合建立紧急止付通道，形
成了“警企联合、无缝对接、技术反
制、以快制快”的工作机制。2019
年，省、市、县三级 110反诈平台共破
获电信诈骗案件1.84万起，联合其他
警种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95个。

各级公安机关 110 报警服务台
还积极拓宽为民服务渠道，提升服务
群众水平。目前，全省有 4 个省辖
市、13个县级市的公安机关开通“微
信110”报警，4个省辖市、6个县级市
开通视频报警，共受理群众报警求助
1.86万起，救助群众 4768人次；开通
查找走失人员、救助危重病人、服务
高考学生等紧急救助“绿色通道”，
2019 年，协助找回走失人员 1.53 万
人次。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 月 10
日，春运正式启动。当日，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发布消息，高速警方结合
春运出行大数据分析，发布春运出行
提示，全警上路疏导保通，采取多项措
施，确保全省高速公路春运期间平安
畅通。

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春运期间，
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 6777万
辆，同比增长 5%。春节 7天假期，预
计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到
1600万辆，同比增长 15%，正月初六
将达到车流量最高值，预计当天流量
突破280万辆。

春运期间，全省高速交警部门联
合交通运输部门，严查非法从事班线
客运、旅游（包车）客运经营行为，以
及不按规定线路时间行驶、超限超载
车辆违法违规通行高速公路、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违法装载、网络非法包
车、“黑车”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行
为。全省高速交警部门将在出行高
峰时段和易堵路段，增派警力，疏堵
保畅，提高通行效率，加强巡逻管控，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预防重
特大交通事故。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负责人说，
高速警方推出全省高速公路“应急绿色
通道”服务，对运送危重病人的车辆和
中小学生集中出行通行高速公路所乘
坐的校车、包车，采取警车带道、接力护
送等保通方式，优先保障安全通行高速
公路。河南高速交警“应急绿色通道”
报警服务电话：0371-68208110。③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月 9日，
记者从 2020年全省邮政管理工作会
议上获悉，2019 年我省邮政业高质
量发展势头良好：截至 2019年 11月
底，我省邮政业务总量完成525.54亿
元，同比增长 34.4%。邮政普遍服务
和快递服务满意度稳中有升，消费者
申诉处理满意率达98.6％。

河南是交通大省，郑州是全国交
通枢纽城市，发展邮政物流具有天然
优势。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林虎说：“2019 年，我省推进全
国性快递集散交换中心、中国邮政航
空邮件处理中心、京东亚洲一号仓、
顺丰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
我省邮政业合理布局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随着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我省国际航空快件集散中心项目
稳步推进，郑州邮政口岸已开通 33
个国家（地区）41个城市的直封关系，
直封比例达到85%，助推“买全球、卖
全球”目标逐步实现。

延续 2019年邮政业良好发展势
头，预计 2020 年全省邮政业务总量
完成 715 亿元，同比增长 23%；业务
收入完成396亿元，同比增长20%。

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 ，邮 政 业 还 将 继 续 履 行 社 会 责
任，补齐农村邮政短板，推广“村邮
站+快递超市+电商服务+便民服
务”模式，推进“快递下乡”换挡升
级，启动“快递进村”工程。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月 10日，
春运首日，河南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

“暖冬行动”在郑州东站启动。这标
志着我省 5600多名青年志愿者正式
上岗服务春运。

活动以“送理论、送服务、送温
暖、送文化”为主题全面开展。据悉，
为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在全国春运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河南共青团认真
组织此次“暖冬行动”。全省有 7800
余人通过网络踊跃报名，最终，5600
余名铁路、公路、地铁、民航青年志愿
者经过岗位培训上岗服务春运。

从即日起至 2月 18日，这些青年
志愿者将依托火车站、机场、汽车站、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面向旅客的
普遍性需求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
客群体，开展秩序维护、引导咨询、便
民利民、帮扶重点旅客等志愿服务，
全力保障春运。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芳）1月 10日，记者
从河南省机场集团获悉，郑州机场共有13家国内航空公司
获得春运加班时刻，每周增加航班约350班，每天增加航班
约50架次。

春运期间，河南民航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次，同比增长
7%；客运航班在600架次以上的天数将超过30天，客流高峰
预计出现在除夕前后、元宵节前后。根据郑州机场的统计，春
运前航班量已经开始增加，其中1月8日、9日分别执行620架
次、625架次；春运首日，郑州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50架次。

据介绍，今年春运期间，郑州机场将全面提升安全保障
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消
除事故苗头；进一步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加大对老、幼、病、
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力度；根据旅客需求，开展高铁航
班联程运输服务，与郑州城际铁路、郑州轨道交通及其他交
通运输单位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提升综合换乘效率。③8

每周增航班约350班

郑州机场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月 10日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
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走访奋战在交警
110一线的民警李立功。

走进指挥中心，映入眼帘的是数
十块电子显示屏，郑州市区道路的交
通出行情况一目了然。

李立功告诉记者，目前郑州市交
警支队指挥中心已与市区路口的公
共视频实现全部联网，通过电子大屏
幕，可以实时掌握主要路口、路段的
交通运行状况，及时发现交通安全问
题，消除安全隐患。

“这些公共视频弥补了警力资源的
不足，大大提升了警方对道路交通秩序
的治理力度。每个月，指挥中心都会对
交通事故、拥堵等数据进行分析，为支
队的警情研判提供数据支撑，为辖区道
路警力部署提供科学依据。”李立功说。

李立功在郑州市交警支队指挥中
心工作了10年，主要负责大型警卫活
动、110接处警、接受群众电话咨询等
工作。“与市局 110不同的是，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主要功能是实时掌握道路
交通运行状况。如果把城市道路比喻
成人的‘血管’，车流和人流比喻成‘血

液’，那么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就是‘心
脏’，控制着血液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因为能够一览全市交通通行状
况，群众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求助，均
由指挥中心负责协调，开辟‘绿色通
道’。在每个月接到的派警任务中，
大多是为运送危重病人的车辆保通，
指挥中心值班民警会规划出一条最
便捷的道路，并联系沿途辖区大队接
力保通，确保救护车辆能够在最短的
时间内，快速到达医院。”李立功说。

遇到大型警卫活动，李立功经常
驻守在活动现场，一值守就是好几
天。2019年 9月 8日，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郑州召
开，李立功参加了运动会的交通指挥
调度工作。车队多、路线长、保通任务
重，视频调度、科学指挥、精准到位，李
立功和同事严格规划出行路线，确保
了参会车队等安全顺畅到达。

在指挥中心工作 10 年来，李立
功工作稳健细致，兢兢业业，圆满完
成了各项任务，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
员和先进工作者。“道路畅通是我最
大的心愿，咱们的城市道路更顺畅，
群众出行更安全，我也就心满意足
了。”李立功说。③3

截至去年11月

我省邮政业务总量完成525.54亿元

全省110去年共救助群众156.4万人次

做群众平安出行的守护者

我省援非“光明行”项目圆满收官

为800多名非洲患者送去光明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高速

运送危重病人车辆
优先通行

1月 10日，春运第一天。在郑州开往温州的K1240列车上，车厢内到处张贴着红彤彤的“福”字,洋溢着浓浓
的节日氛围。春运期间，郑州客运段温州车队在列车上推出文化驿站、爱心接力、亲情服务等多项特色服务，让每
位回家过年的旅客在列车上都能感受到喜庆的年味。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新颖的弱碱小米、分装的黑猪肉、
香喷喷的红瓤甘薯，水灵灵的精品蘑
菇……1月 10日，许昌市产业扶贫对
接活动暨首届“年货节”在许昌家多美
广场举行，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引来
如潮人流。

引人的是琳琅满目的年货，暖心
的是这场展会的初衷——精准扶贫。

驻村第一书记“代言”

“咱的‘撒欢猪’，是听音乐、吃粮
食、喝泉水长大的。您尝一尝，肉质
嫩，味道美，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在河
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的展位
前，中等个头的关付学在热情地推介。

同行的襄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方莉娜介绍，关付学是襄城县汾陈乡
朱堂村驻村第一书记，这是在为村内
企业“代言”。

2017 年冬，关付学刚到朱堂村，
顿感压力：村里无资源、少企业，人均

耕地不足 1亩，是豫中平原典型的贫
困村。在逐一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之
后，他主持召开“诸葛亮会”，请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畅所欲言，规划出朱堂村
强产业、促脱贫的发展蓝图。

在他的多方协调下，河南撒欢猪
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在朱堂村成立，如
今“撒欢猪”年出栏量逾2000头，初步
形成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带动朱堂及周边 5 个村庄的 76 户贫
困户脱贫，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

“零”发展到13万元。
“‘撒欢猪’肉制品成了‘年货节’

上的抢手货，让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
信心。”关付学表示，下一步要围绕“猪
经济”形成产业链，争取 2020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20万元，带动更多的
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贫困户“变身”带头人

“这是白灵菇，这是羊肚菌……”

在许昌滕源菌业有限公司的展厅前，
32岁的滕青亚介绍着自家产品，如数
家珍。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子，
靠着劳动的双手，不仅摘下“贫困帽”，
还带动附近的贫困户共奔致富路。

“父亲年迈无劳动能力，母亲患有
脑梗，弟弟肢体残疾、生活无法自理。”
滕青亚直言“往事不堪回首”。可她并
没有在困境中沉沦，而是坚信：“只要
辛勤劳动，就一定能摆脱贫困。”

滕青亚学过护理、卖过食品，最终靠
着食用菌种植撑起“致富伞”。她忘不了
在发展遇到困难的关键时期，是政府提
供的政策、技术和资金支持，为她“雪中
送炭”。如今，滕青亚拥有蘑菇大棚10
多个，成立了集菌类种植、培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绿色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十
多名贫困人员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产业对接搭建“金桥”

活动现场，没有鲜花红毯等精致

陈设，却有沉甸甸的收获：中国民生投
资集团与聚诚农业公司等农业特色企
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让来自许昌的
特色农产品走上北京人的餐桌；许继
地产、万象地产等爱心企业现场签下
团购鸭蛋、粉条的合同……截至当日
18时，累计销售金额已逾10万元。

“此次活动由政府搭建平台，将举
办3天，有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推介，也有
爱心采购对接洽谈。”许昌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张德学介绍，参展单位包括各县
（市、区）产业扶贫带贫企业、贫困村和
贫困户代表，绿色发展示范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共设展位近200个。

脱 贫 攻 坚 ，关 键 在 产 业 发 展 。
2019 年，许昌市投入财政专项资金
1.4亿多元，新增畜牧、林果等 10大类
特色产业项目 300多个，带动 1.35万
名贫困群众就业增收，为脱贫攻坚提
供了坚强支撑。

“这个年货大集，有点儿不一样！”
兴致勃勃地逛完“年货节”的许昌市民
刘文哲说，“我们能在家门口买到各种
新鲜的年货，还能通过消费奉献爱心，
何乐而不为？”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林）1月 10日，记者从郑州市公交总
公司获悉，郑州公交将开通定制服务春运专线。

据了解，郑州公交在今年春运期间将结合学生、外来
务工人员返乡客流特点，适时开通定制服务春运专线，方
便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回城。春运专线根据学生放
假、开学时间，视客流情况运营。同时，针对同一区域有集
中出行需求的市民，郑州公交还会提供一站直达式的个性
化出行服务，市民可直接拨打郑州公交定制服务专线
96556，或利用郑州公交定制服务网络平台、郑州行手机
APP、郑州公交微信服务平台及“飞线巴士”进行预约。

此外，郑州公交还将开展2020年春运“温暖行程”和
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组织曹瑞娟志愿服务
队等 8支品牌志愿服务队及各级管理人员，到各大客流
集散点进行交通安全劝导、公交站点秩序维护、乘车咨询
引导、帮扶困难乘客上下车等志愿服务。③4

郑州开通定制专线

公交

“这个年货大集，
有点儿不一样！”

▶1 月 10 日，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
郑州线路车间的工作人员在郑
州火车站北岔区进行巡视作
业。⑨6 李中华 代家庆 摄

◀1月 10日，郑州铁警组织开展
安全宣传，教授旅客识别真假票等安
全常识。⑨6 杨正华 摄

▶1月10日，郑州高铁东站，旅客
在候车。⑨6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5600 多名青年
志愿者服务春运

志愿者

1月 10日，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自2019年
以来，该院先后3次组织医务人员献血，累计献血近13万毫升，用实际行动
体现了医务人员“医患同心，血脉相连”的情谊。⑨6 汤剑燕 牛鹏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