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52018年1月9日 星期二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李莉 文/图）昨日，惠济区迎宾
路街道迎宾社区联合辖区一家爱
心饭店，向辖区环卫工人开展“爱
心粥屋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

昨日是“爱心粥屋”开业第一
天，6 时 30 分，迎宾社区党员志
愿者来到爱心粥屋，分工合作，只
是为了让环卫工人吃上一顿热乎
乎的早餐。7时多，30多名环卫
工人陆续来到“爱心粥屋“。志愿
者们立即把饭菜盛好，端到他们
桌子上。喝着热腾腾的暖心粥，
环卫工人们脸上笑开了花。一名
环卫工人说：“我们凌晨 5 点上
岗，忙活两三个小时，冻得手都伸
不开。现在能喝上一碗热粥，吃
上免费的早餐，太好了。”

位于金桥路与银通路西南角

的“爱心粥屋”老 板 王 诺 诺 表
示，免费爱心粥提供时间是每
天 7：30～9：00。 除 了环卫工
人，社区孤寡老人也免费供应。

王诺诺说设立“爱心粥屋”的想法
很简单，就是要让环卫工人们感
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爱心粥
屋”会一直开办下去。

社区爱心粥屋
温暖环卫工人

第二批郑州市普通高中
多样化发展试点校公布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昨日获悉，郑州市教育局公布第二批郑州
市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试点学校名单，郑州市第十九中学等13所学校被
确定为第二批“郑州市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试点学校”。

在各县（市）遴选上报的基础上，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申报试点学校
进行了实地考察评估，经综合考评，研究确定郑州市第十九中学等 13所
学校为第二批“郑州市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试点学校”。

其中，综合创新类有郑州市第十九中学、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郑州
市实验高中、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新郑市第一中学；

学科特色类有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郑州市第十六中学、郑州市第四十
四中学、郑州市第一O七中学、郑州市第二十中学、登封市实验高级中
学、新郑市第二中学；

普职融通类有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
按照要求，各试点学校要成立本校多样化发展专门机构，围绕批

准的试点工作类型，进一步细化具体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措施，认真研
究解决试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总
结提升，努力办出特色，为全市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各试点学校从2018年开始实验，实验项目周期一般为三年。开展的
实验项目应与学校发展规划有机整合，将课程作为多样化、特色化办学的
载体，形成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制度体系，促进内涵发展，把学
校办成特色鲜明的普通高中，更好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逐步形成骨
干和示范作用，并主动发挥辐射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经市政府同
意，市人社、地税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2018年度郑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时间延长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延
长缴费期间参保居民的待遇享受期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开始。

从去年开始，郑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缴

费不再由社保经办机构承担，转由税务部
门负责。郑州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时间原定为 8月 1日启动，
12 月 20 日截止。但考虑到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整合，缴费标准、财政补助标准调
整等多种因素，经研究决定，缴费时间延
长到2018年 3月 31日。

按照规定，参保人员可通过 14家银

行、微信、支付宝、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网站
或地税办事大厅办税服务窗口等多种途
径缴费。新生儿参加医保首先要做参保
登记。新生儿的监护人需持新生儿的户
口簿复印件和一寸新生儿照片，到户口所
在的社区居委会参保。新生儿可随时参
保、缴费，缴费分两种情况，分别为：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与 2017 年 1月 1日

后出生的新生儿，对应的缴费金额为180
元或者300元。

社保部门提醒参保居民，还没有缴纳
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费的参保人员请及
时缴费了，特别是新出生未及时参保的婴
儿，家长要抓紧时间先办入户手续，再到
所在社区及医保服务点办理参保手续，以
免影响2018年度看病就医的报销待遇。

我市禁养区规模
养殖场全部关停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市畜牧局获悉，全市禁养区内的
212个规模畜禽养殖场已全部完成关停清养工作；适养区 295个规模养
殖场有 214 个建立了规范的粪污处理配套设施，设施配套合格率达到
72.5%，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工作任务。

2017 年以来，市畜牧局把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停、适养区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建设作为全市畜牧系统 2017 年的中心工作，
精心谋划，强力推进。目前全市 15个县(市)区已全部划定了辖区内畜
禽养殖的禁养区和限养区，6个建成区除上街区外全部施行了全区域
禁养，4 个开发区除航空港区外也都施行了全区域禁养。在反复调
查、甄别并经公示的基础上，确定了禁养区内须关停的规模养殖场
212 家。为做好关停工作，市畜牧局引导各县（市）区制定科学性、可
操作性强的关停搬迁方案，并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施工图、时间表。同
时，建立进度周报制、督导通报制、问题会商制度,及时解决关停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目前，全市禁养区内的 212 个规模畜禽养殖场已全部
完成关停清养工作。

在强力关停禁养区规模场的同时，我市对非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
场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活动。围绕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大力开展技术
培训，参训人员2200多人次；围绕标准化养殖积极开展示范创建工作，培
育省以上示范企业先进典型36个，以点带面,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产业
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围绕发展生态畜牧业加快养殖场升级改造，
先后实施项目 31个，总投资 2124万元，全市标准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全市 295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达标的有 214个，合格率
达到72.5%,超出省定目标7个百分点。

“80后”公务员捐献“生命种子”
救助7岁白血病女童

本报讯（记者 王治 丁友明
通讯员 张予 文/图）昨日上午，郑
州“80 后”公务员贾培科在河南
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
一名 7岁白血病女童送去“生命
种子”。

贾培科出生于1986年，是郑

州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的一
名公务员。2016年 3月份，在一
次无偿献血活动中，贾培科加入
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别人。

仅相隔一年，贾培科就自己
与一名 7岁白血病女孩配型成功

的通知，他立即同意进行下一步
工作。

短短 3个多月就走完了捐献
前的所有流程。

据悉，贾培科也是河南第
660 位、郑州市第 246 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汽车客运班线
陆续恢复发车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昨日从郑州交运集团获悉，随着天气转晴
和高速公路路况转好，汽车站客运班线逐步恢复发车。

据了解，全省高速公路因结冰，曾大面积禁止大客车上站。随着
天气好转和道路通行条件改善，昨日，市区各汽车站班线开始陆续
恢复运营，部分受高速封闭路段影响的班线通过走国省道干线公路
低速通行。

长途汽车中心站除发往新安、三门峡、舞阳、鲁山及运城方向的班次
停班外，其他发往省内各市县及省外班次已恢复发车，只是各班次线路较
平常班次有所减少，发车时间间隔有所增加。

汽车客运总站登封、新密、禹州、许昌等线路发车较多；上蔡发两班；
商水发一班；栾川发一班；潢川发出两班；泌阳发出两班；漯河发出两班。
在高速封闭路段，汽车班次通过国省干线低速行车。

汽车客运北站除发往登封的线路停班，发往温县、晋城、巩义的班线
减少班次外，其他线路已恢复正常。

汽车客运东站除登封停班外，其余班次已基本正常，个别班线有减班
情况。

客运南站班次除汝州减少班次外，其余线路基本恢复正常。
客运西站除长治、渑池停运外，其余班线恢复正常运营。
虽然多数线路恢复发车，但因清晨和傍晚道路结冰，预计近两日汽车

班次仍不正常，建议旅客出行前通过96269电话咨询各站具体发班情况。

绿荫公园蜡梅文化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为进一步加强文化建园、文化兴园工作，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由市园林局主办、市绿文广场管理中心承办的 2018
第五届“绿满商都、花绘郑州”蜡梅文化展今日在绿荫公园、文化公园同时
开幕。

本次蜡梅展以“寒梅傲雪冬意暖”为主题，主会场绿荫公园重点展示
地栽蜡梅、布置园林景观，举办蜡梅展文艺汇演及“对诗诵梅”“寻香描
梅”、压花知识讲座等活动；分会场文化公园“书香雅轩”展厅举办蜡梅盆
景展、插花艺术展、压花艺术展及书画艺术展，引导市民走进蜡梅文化、欣
赏蜡梅歌舞、诵吟蜡梅诗词。

居民医保缴费延至3月底
其间待遇享受自1月1日起开始

男子寻亲饿晕街头
幸遇好心巡防队员

金鹏航空明起开通
郑州至南宁航线

本报讯（记者 张华）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运出行高峰，金鹏航空 1月
10日起将开通郑州至南宁、宁波航线。

在新航线开通初期，金鹏航空推出郑州至南宁400元起，南宁至郑州
390元起，郑州至宁波 240元起，宁波至郑州 240元起的优惠价格，满足
更多旅客出行需求。

新航线具体时刻为：Y87595郑州至南宁，每日8:25郑州起飞，10:55
到达南宁。Y87596 南宁至郑州，每日 11:45 南宁起飞，14:00 到达郑
州。Y87515郑州至宁波，每周一、三、五、日18:55郑州起飞，每周二、四、
六 19:00郑州起飞，到达宁波的时间均为 21:00。Y87516宁波至郑州，
每日21:50宁波起飞，23:55到达郑州。

此前，金鹏航空已开通郑州至三亚、海口、深圳等航线，其中郑州—三
亚航线由波音787客机执飞，开启飞行体验更加舒适的轻奢之旅。

“绿城妈妈”教种植芽菜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袁怡 吴长怀 文/图）为
配合“绿城妈妈”项目进一步推进实施，昨日，中牟县大孟
镇镇区社区组织开展芽菜种植培训活动。

活动现场，“绿城妈妈”项目志愿者老师为到场的志
愿者和居民进行了芽菜种植培训，并进行芽菜种植演
示。培训活动中，志愿者老师带领社区居民和志愿者开
展芽菜种植活动，大家一起动手，把提前泡好的绿豆、红
豆、荞麦、鸡心菜、香草种子拿上托盘，垫上纸，撒上水，摆
放均匀，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就这样，一盘盘芽菜就制
作完成了。

据了解，郑州市“绿城妈妈”项目包含垃圾分类、清
洁家园、社区绿植、变废为宝、环保酵素制作等 5个子项
目，芽菜种植是其中的一项。接下来该社区还会立足
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通过 5个项目的开展
实施，促进社区环保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环
保理念。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 文/图) 8日，经八
路巡防队员李先生接到市民程先生来电，称其朋友在野
外逮住一只野鸡送他，还有人出高价购买，但他不忍心吃
掉，也不会贩卖，希望巡防队员能帮忙联系野生动物救护
站，检查救护后放归大自然。

随后，巡防队员与郑州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董朝伟
取得联系，并一起赶到工人路与航海路交叉口附近的帝
湖花园小区。见到程先生时，只见他抱着一只五彩斑斓
的大鸟。程先生说，这只山鸡是朋友外出逮住的，回来后
送给了他，自己不忍心吃，有人知道此事后，还提出高价
购买，被他一口回绝。

“这的确是一只山鸡，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羽毛，也叫
环颈雉，又名雉鸡、七彩锦鸡，老百姓叫它野鸡，雄性山鸡
的羽毛色彩斑斓，是极具观赏性的名贵珍禽，属于国家三
有保护动物。”董朝伟介绍说。

随后，董朝伟对该野鸡进行了简单检查，全身没有发
现受伤。

“该山鸡带回救护站后，将进行隔离、防疫，喂养一段
时间后放归大自然。”董朝伟提醒说，野生动物因为没有
经过防疫，很可能携带病毒、细菌，市民发现受伤、生病、
迷途的野生动物要及时与当地的林业部门、野生动物救
护部门取得联系，捕杀、贩运、喂养、食用野生动物都是违
法行为。

朋友送山鸡不忍宰杀
上交野生动物救护站

希望救护后放归大自然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新 文/图）来郑州寻亲半年未
果，饥寒交迫的彭先生晕倒在街
头。热心巡防队员发现后，为其
买来热腾腾的早餐，并积极联系
救助站帮其返家，这让彭先生一

直感慨“郑州好人多”。
昨日上午 ，丰产路巡防队

员许玉新、翟文光巡逻至农业路
中州大道交叉口时，发现一名
40岁左右的男子紧紧蜷缩在绿
化带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几

乎晕倒。经询问得知，该男子姓
彭，是陕西安康梯田村人，来郑
州寻亲一直未果，由于半年前出
来时还是夏天，当时穿的还是单
衣，身上带的钱也早就花完了。

“据他讲自己已经有三天没有吃
饭了，又冷又饿身无分文。”巡防
队员问明情况后，立即把彭先生
带回巡防室，并买来了豆浆和包
子，饥寒交迫的彭先生一口气吃
了 5个包子。巡防队员见他还是
穿着单衣，马上从家里找来了大
衣、棉袄、棉裤等给他穿上，这让
彭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是郑
州好人多，如果没有巡防队员管
我，我可能会冻死街头。”

得知彭先生最大的心愿是回
家和家人团聚时，巡防队员随即
联系金水区救助站并说明情况，
接着又找来车辆把彭先生送到救
助站，帮忙协调彭先生安全回家。

本周严寒来袭
局部最低可达-16℃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据省气象台预报，受西部强冷
空气影响，昨日白天到夜里，全省大部地区西北风 6 级
左右，阵风 8～9级；冷空气过后，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
大部地区气温降幅在 6℃～8℃，局部 8～10℃；12日凌
晨最低气温大部地区可达-10℃，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最
低气温将达到-16℃，部分县市将达到或突破同期历史
极值。

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转晴天，受冷空气影响，
全省有西北风6级左右，阵风8～9级。

明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全省西北风4级左右，阵风
5～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南部-13℃～-11℃；其
他地区-9℃～-7℃。10日~13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受冷空气影响，10日~13日，最低温度较前期有明
显下降，全省最低气温可达-12℃～-9℃，其中东部和南
部最低气温将达-16℃，部分县市将达到或突破同期历
史极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