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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月起，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限速
标志设计规范》正式施行，这意味着大量不
合理不规范的限速标志将被拆除。

我省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是否统一规
范？11月 2日，记者采访了省高速公路联
网管理中心有关人士。

为何要统一限速标志

限速标志作为传递特定信息的载体，
对驾驶员安全行车起到重要指引作用。但
在现实中，却存在着限速标志过多、混乱、
不清晰、不醒目等情况，影响驾驶员安全行
车。

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有关人士介
绍，公路限速标志是保障公路交通安全、引
导车辆顺畅行驶的重要设施，其设计的科
学合理性直接影响公路交通安全与运行效
率，关系到广大公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

“目前，我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在全省高
速公路采用统一的限速标志，统一材质、颜
色、尺寸，并把此项内容列为公路通车验收
的硬条件，限速标志不达标，坚决不允许通
车。”

记者注意到，相比之前，新统一的限速
标志更加明显，而且极易辨认：限速标志套
印于无边框的白色底板上，分别采用红蓝
两色规定最高限速和最低限度。

限速标志如何设置

按照《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限速
标志应设置在限速路段起点处，并根据需
要重复设置。在限速路段的终点，应设置
新的限速标志或解除限速标志。限速标志
不得被路侧树木、沿线构造物和其他交通
标志等设施遮挡。

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应在

主线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后 500米左
右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特殊限速路段
除限速标志外，可配合采取主动引导、强制
减速、交通执法等措施，通过提示、引导，促
使驾驶人主动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

“限速标志的设置地点，要保证限速信
息具有足够的可辨认性、可识别性和易读
性，顺利和完整地向公路使用者传递信
息。”一位交通执法人员说。

限速标志能否进行调整和拆除？《公路
限速标志设计规范》明确规定，新建和改
扩建公路项目，在公路建成通车后，实际
情况与原有预期可能并不相符，需要对限
速标志设计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可根据评
价情况和社会公众意见，及时调整、优化
限速标志。

“过山车式限速”能否得到根治

在高速公路开车，经常会经历“过山车
式限速”“忽高忽低式限速”，罚款、扣分没
商量。

一位交通管理专家说，《公路限速标志
设计规范》规定了公路限速路段划分、限速
值论证、限速方式选取等内容，但在高速公
路限速值标准方面没有作进一步阐释。高
速公路限速乱象主要表现为各省限速标准
不一，甚至是同一条高速公路、路况条件相
似情况下，出现“断崖式降速”，这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道路通行和道路资源利用率，
增加了物流成本，甚至可能引发严重交通
事故。

“道路限速值的设定应当以保障行
车安全和提高通行效率为目的，对同一
地点群众对道路限速值的投诉意见多的
或限速不科学的，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
时调研论证并调整限速值。”他认为，解
决高速公路限速乱象，亟待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统一各地标准，确保各级机关有
法可依。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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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双十一”已经演变成一年一
次的网购狂欢节，登录各大电商平
台，五花八门的促销信息扑面而
来，许多人早就把购物车装得满满
的，只等促销时刻买买买。网购时
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
遇到麻烦该如何正确处理纠纷？
11月 4日，记者采访了郑州市金水
区法院民二庭法官雷海娜。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5日，郑
州高铁南站建设施工迎来关键节点：
站房工程屋盖第三区域钢桁架精准落
位，这标志着主站房结构顺利封顶，站
房主体轮廓首次亮相。

位于中牟县三官庙镇的郑州南站
施工现场，由钢管和焊缝组装起来的
屋面钢桁架呈波浪造型，蔚为壮观。
主站房钢结构屋盖第一区域 1800吨、
第二区域 3200 吨钢桁架，已于今年 7
月、9月分别提升到位，本次提升的是
第三区域也是最后一部分，重达 3200
吨、面积31800平方米。

“各部门准备，开始提升！”10时 18
分，随着项目负责人一声令下，在计算
机控制下，56台液压起重机托着第三
片钢桁架，整体同步稳定吊装提升，统
一提升至 25.8米的设计高度。液压起
重机上装着各种仪表，操作员在控制
室的电脑前，就可以进行全程数字化
操作。

“作为边建设边通车的高铁枢纽
站，一边是站场区域4条高铁股道正常
运行，另一边是候车层以上站房施工
同步进行，安全、工期压力巨大。”郑州
南站工程建设指挥部站房科科长洪庆
军对记者说，“就在候车层下面，郑万、
郑阜高铁密集通过，机南城际铁路联
调联试也在紧张进行。”

指挥部严格审核施工方案，及时
优化施工组织，突出协调指挥职能，有
效实现了各参建单位、各专业、各作业

面的有序衔接和交叉配合，既保证了
运行高铁线路的绝对安全，也确保了
郑州南站站房工程各节点如期完工，
实现了通车建设两不误。

本次钢结构屋盖吊装提升施工还
有一个难点就是场地狭小、工作面不
能满足施工需求。“我们在钢骨梁上提
前架设拼装胎架，保证上部结构拼装
和下部土建作业同步实施，达到了有
限空间内各项工序和设备繁而不乱的
效果。”中铁建工集团郑州南站钢结构
负责人何斌说，短短 36天即完成第三
区域 9900余条钢管的拼装、17000余
条焊缝的焊接，且焊缝检测合格率高
达 99.5%，为工程推进赢得了宝贵时
间。

历经 8个多小时施工，19时左右，
第三片 3200 吨屋盖钢桁架吊装提升
到位，支点高度误差控制在 3 毫米以
内。下一阶段，郑州南站站房工程金
属屋面和外幕墙施工将大面积展开，
郑州最大的“毛坯房”也将逐步转入

“装修”阶段。
郑州南站集高铁客运中心、高铁

物流中心、空铁换乘中心、长途客运中
心和旅游集散中心于一体，是郑阜高
铁的起始站、郑万高铁的中间站和中
原城市群城际铁路的中心站、换乘
站。郑州南站建成后，将与郑州站、郑
州东站形成“金三角”的枢纽格局，串
联起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中原城市群
城际铁路网。③8

网购狂欢
这些法律知识要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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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王平

秋冬季节，低温有利
于病毒的扩散和传播，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
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
增加。在坚持做好“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的基础
上，全省各大医疗机构从
就医流程、人员培训、物资
储备等方面发力，积极做
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您好，请测一下体
温，并出示健康码。”11月
5 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门诊大厅入口，预
检分诊处的医护人员正仔
细地对每一位进入医院的
人进行检查，并不断提醒
大家戴好口罩。记者看
到，门诊人流量虽然很大，
但大家有序进入，在排队
时也都自觉保持距离。

不只是在门诊，在医
院住院楼、急诊等入口处
都设有预检分诊处，新冠
肺炎患者收治区域与其他
诊疗场所严格分离，就诊
流程不断细化、规范，以守
住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郑大一附院副院长苟
建军介绍：“目前，所有新
住院患者、陪护人员全部
都会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做到重点人群检测全
覆盖，确保万无一失。”

为此，医院也在不断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医院
增加了检测设备、储备了
足够的检测试剂，同时在
全院培训了咽拭子采集人
员 500 人、核酸检测人员
150 人，日最大检测量可
达 1 万人份。”苟建军说，
物资储备方面，医院口罩、
隔离衣、消毒液等防控物
资储备量，可满足一个月

满负荷运转使用。
作为河南省中西医结合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入院的所有发热患者
都要接受核酸检测，同时普通患者、发热患
者和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严格区分，
使用不同仪器进行检查，检查时做好防护
措施，避免交叉感染。”

“我们还进一步严格住院病人管理，规
定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个陪护人员。在病区
设立隔离室，住院病人核酸检测结果还未
出来时，先入住隔离室内，检测结果正常后
再进入正常病房。”该负责人说。

为应对疫情防控，硬件、软件同步提
升。“医院新购置了十几台核酸检测仪器，
大大提升了检测能力。”该负责人介绍，同
时在全院培养 130 多名急危重症救治人
才、增加 30多名检测人员，一旦有需要可
以第一时间顶上去。

11 月 5 日，走进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记者看到，发热门诊前一个类似集装
箱的检查室非常醒目，原来这是该院疫
情防控的“硬核武器”——方舟 CT。“这
里面的操作室和扫描间相互独立，能够
做到一患一消毒，避免医护和病患之间交
叉感染，切断传播途径，在传染病防控中
为早期CT诊断提供保障。”该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医院还配备了先进的移动 DR，
也就是便携式 X 光机，能够帮助一线医
生安全快速地完成筛查、诊断，提高救治
效率。

近期，省卫健委成立 9个工作组对全
省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专项
督查，下发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对重点人员
核酸检测全覆盖，开展县级中医医院疫病
防治能力培训，初步组建起省、市、县三级
全覆盖的中医疫病防治骨干队伍，一系列
有力措施为群众筑牢秋冬季疫情防控的

“防火墙”。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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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商品不能退
是不是霸王条款？

随着网络销售竞争越演越烈，电商纷纷热衷于预
售，用预交定金的手段提前锁定顾客，商品页面常常
出现“预付定金不退”或者“此类商品不能享受7日无
理由退货待遇”等字眼。这种商家的强势规定是否属
于霸王条款？

雷海娜表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
的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一般情况下商家约定

“此类商品不能享受 7日无理由退货待遇”无效。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
规定，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
期刊，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该条款中还规定了“其他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购买
时认可了，就不能再无故提出退货。海外代购商品因
物流等特殊因素，不能完全适用该条款。

卖家擅自
取消订单怎么办？

网友晓晓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她精挑细选了
一件衣服，付款后第二天却发现订单被卖家取消了，
赶紧联系客服询问，对方说，她选的号码没货了。这
让晓晓非常气愤：“仓库弄错了库存，一句不好意思就
完了？”卖家单方面取消订单，这种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吗？消费者该怎么办？

“这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雷海娜
说，消费者拍下货品付款后，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买
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按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
定，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刷好评、虚构交易
法律上如何定性？

如果卖家履行了合同、商品质量也没有问题，也
就是说刷好评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从买家的
角度很难要求赔偿。但是刷好评、虚构交易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属于法律禁止的
行为。2014年 3月 15日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将刷单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根据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第十九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刷单经营者将面
临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遭遇网购纠纷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消费者网购时应尽量选择信誉好的电商平台，在
出现问题时及时联系卖家和平台，一般情况下平台会
督促卖家及时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后最重要的是第
一时间收集和保存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快递信息、卖
家的宣传图片等。如果卖家不予解决，可以向消协等
单位进行投诉，必要时可通过诉讼手段维权。

如果走诉讼渠道，去哪里起诉？雷海娜说，根据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消费者以卖家为单独被告
时，可以向被告住所地，也可以向自己所在地或者收
货地法院提起诉讼。法律这样规定，也是为节约消费
者的诉讼成本考虑。③8

□李保平 张弛

去年以来，项城市医药产业成功

引进医学博士 15人、硕士 61人、实用

管理和技术人才160余人。

北京乐普新帅克捆绑上市，成为

项城市第二家上市企业。

六合堂与江苏康宝、西藏圣洁强

强联合，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现代化综

合性制药企业之一……

项城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医药

产业”，如今，项城医药在集聚区战

略推进下再次崛起，全市把医药产

业作为“一线一主业”产业定位，着

力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医药产

业集群。

一是明确战略方向。市委、市政

府立足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发挥比较

优势，制订了《项城市打造百亿医药产

业集群实施方案》，确定医药产业的主

导地位，瞄准“百亿产业集群”这个目

标，着力打造河南省极具影响力的特

色产业集群。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项城市制定

了《中共项城市委、项城市人民政府关

于支持工业企业发展的意见》，对于世

界500强，国内 100强，国内外知名的

医药企业落户项城市，且投资额达 2

亿元以上的重点医药项目，采取一事

一议的办法给予支持，可从工业发展

基金中最高拿出投资额的6%，作为企

业基础设施奖励资金。

三是着力创新引领。按照支持性

文件，项城市对新认定的国家或省级

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

验室，市财政分别给予奖励300万元、

100万元；对“新三板”上市成功的企

业，市财政给予奖励 200万元。筑巢

引凤，注重创新人才引进，凡引进的医

药高技术人才，包括博士、硕士、高级

管理人才，项城市给予相应的安家补

助、技术津贴和工资福利。

四是实施精准招商。瞄准国内外

制药知名企业，继续实施内挖外联、兼

并重组、合资合作、延链强链等措施，

加强对接合作。北京悦康与该市圣凡

战略重组，河南康达正在积极培育上

市，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无菌原料药

生产基地；美华制药重组后成为乐普

科技，注重新产品的研发，其氯沙坦钾

氢氯噻嗪片在降血压领域填补了国内

空白等。君健药业与北京大学强强联

合，倾力打造国内小分子蛋白肽领导

品牌。

五是创优发展环境。项城市叫响

“只要企业确定干，剩下事情我来办”

的服务口号，实施市四个班子领导分

包重点项目机制，实施各职能部门挂

图作战机制，实行时间倒逼、任务倒

逼、责任倒逼，限时办结机制，对于不

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延误项目进

展的部门或个人，责令市纪委依法从

快、从重处理到位，倾力打造项城市

“亲”上加“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为项

目建设和企业发展营造优越的营商环

境。

项城医药产业已实现由一般原料

药向新型化学合成药转型，普通制剂

向控缓释型转变，传统中药向现代中

药转变，真正实现了凤凰涅槃的浴火

重生。目前，项城医药产业已实现了

华丽蝶变，截至目前，项城医药企业

拥有 230 个生产品种，23 个国家专

利、4 个独家产品、12 个国家级新

药。2019年，医药产业实现产值128

亿元，递增38%，上缴税金4.4亿元，在

周口市位居第一位。医药产业被省工

信厅誉为“河南省特色产业集群”，已

成为项城市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强力引擎。

项城集聚区：医药产业 再绽异彩

郑州南站站房工程进行吊装提升施工现
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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