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全面消毒
为打造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近日，公交二公司对

1500余辆运营公交车开展集中消毒。本报记者聂春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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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危化品安全
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白经华）记者昨日从市
安监局获悉，去年以来，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危险化学品
安全风险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摸排管控，全市危险
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已初见成效。

在此期间，市国资委制订了《危化品隐患排查登记
表》，对市管国有企业涉及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
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逐一登记。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危
爆物品综合治理工作，累计处罚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
单位 7944家、罚款 140余万元，停业整顿两家。市质监
局将危险化学品监督抽查经费纳入预算，出动执法人员
720余人次，完成了对车用乙醇汽油产品的抽查。市工
信委组织开展了危化品生产企业排查摸底工作，建立危
化品生产企业和人口密集区生产企业两个清单。市交通
委全面审查道路危险物运输企业经营资质，强化相关运
输企业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市农委牵头对全市涉及危
险化学品的农资企业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摸底。市商务
局成立 16个检查组，出动 124人次，检查加油站点 541
次，排查治理隐患78个。市卫计委对全系统178个单位
的毒麻药品、酒精试剂、高锰酸钾、甲醛、乙醚和医用氧气
等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进行了大检查。市邮政局将全市
危化品企业名录整理下发各寄递企业，建立重点区域内
快递行业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台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河南省
征兵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实行兵役登
记制度。按照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郑州
市2018年度兵役登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兵役登记对象
兵役登记的对象为2018年12月31日前

年满18至24周岁（1994年1月1日至2000年
12月 31日之间出生）的男性公民，年底前满
17周岁未满18周岁的高中（含中职、职高、技
校）毕业生，本人自愿也可登记。往年参加过
兵役登记的，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对个人登记
信息进行核验更新并申请报名应征。兵役登

记后有应征入伍意愿的青年可立即选择应征
报名，当年没有入伍意愿的可选择缓征。

二、兵役登记时间
2018年1月1日至6月30日。
三、兵役登记方式
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通知，“全国征兵

网”已于1月10日正式开通，网上兵役登记、应
征报名和政策咨询工作已全面展开，6月30日
前，所有适龄公民均须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
（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兵
役登记和应征报名信息（包括本人姓名、公民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参军意向等基本信
息），根据网上提示打印《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应征报名表》；符合参军基本条件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和毕业生，还须打印《大学
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填写《应征入伍高校学
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不
具备上网登记条件的青年，可到常住户籍所
在地的乡（镇、街道）武装部，由工作人员协助
网上兵役登记。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前
往登记的，可以委托亲属携带学生本人相关
信息代为登记。

四、相关要求
1.兵役登记是《兵役法》规定的基本制度，

适龄男青年都要自觉依法登记。公民有拒绝、
逃避兵役登记等行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

其履行兵役义务，并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和处
以罚款。

2.兵役登记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
各学校认真对待，督促适龄学生按时完成登记
工作，不错登、不乱登；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也要依法组织或督促适龄公民
及时登录“全国征兵网”参加兵役登记工作。

适龄公民及家长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关
注河南征兵微信公众平台（henanzhengbing）、
郑州市征兵微信公众平台（zzszbb）了解相关
信息，也可致电咨询当地征兵办公室。

郑州市征办：63330942
金水区征办：63526097

中原区征办：67692540
二七区征办：68186157
管城回族区征办：67962390
惠济区征办：63639082
上街区征办：68921011
荥阳市征办：64662966
登封市征办：62862021
巩义市征办：64353860
新郑市征办：62693062
新密市征办：69881052
中牟县征办：62105066

郑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18年1月13日

郑州市2018年兵役登记公告

本报讯（记者 王红）1 月 12 日，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17 年河
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
闻发布会，介绍了我省“全面落实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这一民生
实事的完成情况。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2017年，
全省共有 860 万困难群众进入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数据库，70.76 万人次
享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待遇。

据省人社厅副厅长、省社会保障
局局长郑子健介绍，为有效解决贫困
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我省
于 2017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并将“全
面落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列为“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之首。

政策规定，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由省、市、县财政分担出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商保
公司具体承办。制度对四类重点群
体进行保障，分别是参加全省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困境儿童。困难
群众患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规定
的门诊重特大疾病和门诊慢性病医
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按规定报销后，由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对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给
予报销。

据介绍，我省在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实施过程中，对困难群众
的医保待遇进行精准倾斜，坚持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普惠制”和困难群众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特惠制”相结合，
有效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等问题。对
经民政、扶贫部门认定确实无力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困难群众，由地方
政府资助参保，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
保。目前，全省 4502 家定点医疗机
构全部实现省内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即时
结算，困难群众只需在出院时缴纳个
人自付部分，其余费用由医保经办机
构、商业保险公司与定点医疗机构按
规定结算，有效解决了个人垫资和往
返报销跑路等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 12月底，全省共
有 860 万困难群众进入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数据库，70.76 万人次享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待遇，政策范围内报
销水平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
销基础上，平均提高了 10.89 个百分
点。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
全面落实，进一步减轻了困难群众的
看病负担。

本报讯（记者 王红）就业是民生之本，1月 12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新增城镇就
业情况，2017年，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4.21万人，
完成全年任务的131.1%。

省人社厅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 144.21 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131.1%。其
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43.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17万人，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32386人。

据省人社厅副厅长李甄介绍，去年一年，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均全面完成城镇新增就业各项目标任
务。其中，为了促进就业技能提升，我省全年共开展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339万人次，新培养高技能人才16.1万
人。为了帮助重点群体就业，我省突出抓好高校毕业
生、去产能企业职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2017年全省共帮助47.86万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
业，总体就业率92%以上；32386名职工已全部分流安
置到位；帮助2996户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大力开发公
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8万余人。

为了以创业带动就业。去年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108.47亿元，扶持 10.53万人自主创业，带动和
吸纳就业 34.12 万人，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22.65 万
人，带动大量农民工就业。

超70万人次困难群众
享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去年城镇新增
就业144万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
记协成立80周年贺信

全省新闻界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记录伟大时代，唱响奋进凯歌——习近平总书记

致中国记协成立 80周年贺信在我省新闻舆论战线引起强烈
反响。1月 12日上午，省记协在郑州召开全省新闻界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贺信座谈会，省直媒
体及省辖市委机关报、专业报、企业报的 43 家新闻单位的负
责同志参加了座谈并畅谈心得体会。

会上,省记协负责人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记协成
立 80周年的贺信，介绍了中国记协庆祝 80周年大会暨第二
十七届中国新闻奖颁奖会情况。会议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要
贯彻好学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从自身做起，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一定要学深悟
透，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控舆论导向，推进融合发展，创
新报道形式，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新闻
队伍，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和干劲，破难题、促发展。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记协成立 80周年致贺
信，对在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广大
新闻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
中国记协的工作，指出中国记协引领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宣
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
造了良好舆论氛围。记协是“记者之家”的守望者，是党联系
新闻界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组织动员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
不移跟党走的重要职责。

与会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新闻工作者备受
鼓舞和激励，也深感使命光荣和责任重大，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成为推动新闻工作者
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心系人
民、讴歌人民，自觉坚定“四个自信”，以手中的笔墨光影记录
伟大时代，讲好河南故事，传播河南声音，坚持“四向四做”，做
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

会议还就 2018 年的河南新闻奖评选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王燕）

逾 230 家批发市场
完成外迁及升级改造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在郑州市市场协会、郑州市市

场研究院 2018年度工作会议上，全市各大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负责人及金融业等近 500 人齐聚一堂，共谋市场发展大
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欣、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出
席会议。

会上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共完
成外迁和改造提升专业批发市场 230 余家，腾出城区土地
3万余亩。市政府规划的“一区两翼”12家市场外迁承接地
已全部开建并达到部分区域建成，投资总额超 500亿元，开
建总面积 1605 万平方米，建成总面积 1107 万平方米，开业
总面积 649万平方米，入驻商户 4万余家，解决就业 13万余
人。2016年至 2017 年，我市共完成改建、新建标准化农贸
市场 50 家。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农贸市场已达 122 家。
2018 年起，农贸市场发展将加快农贸市场规划编制，大力
发展“农贸市场＋互联网”，推动农贸市场向日常生活配套
服务延伸。

本报讯（记者 王治 文/图）近
日，郑大一附院派出直升机，将漯
河一名坠楼女孩接到郑州救治。

据介绍，1月10日下午，郑大一
附院郑东院区急救中心接到求救电
话，漯河一名两岁七个月女童不慎
从5楼坠落，病情危重，需要紧急由

漯河市中医院转往郑大一附院救
治。郑州大学第一附院急诊医学部
了解病情后，迅速启动航空救援应
急预案，派出直升机进行接诊，单程
153公里的行程仅用50分钟。

患者到达时，该院医务人员已
做好接诊准备，并为患者开通绿色

通道。经紧急CT检查显示有多发
颌面部损伤、脾脏破裂、腹腔出血、
颅脑多发骨折，情况十分危急，需
紧急手术治疗，医院立即协调联系
手术室、麻醉科及PICU病房,经腹
腔探查+脾切除手术后，患者病情
已初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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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汪
军）2018年春运在即，为方便学生和
务工人员早日购买到汽车票，避开客
流高峰，郑州交运集团各汽车站近日
全面启动上门售票工作。

据悉，这次开展上门售票活动的

包括长途汽车中心站在内的市区 7
个汽车站，依据东西南北各个汽车站
的方位，将分头于近期赶赴全市各大
专院校、工地和企业上门售票，以最
大限度方便学生和务工人员购票。

上门售票期间，汽车票还将实行票

价九折优惠，并可以预售十日内郑州交
运集团各汽车站车票。据了解，如果市
区各企事业单位有春运集体出行需求
的，可以联系郑州交运集团 96269热
线，购买团体票可上门送票，如果出行
方向集中，还可实行送车上门。

郑州机场停车智能化
水平位居国内第一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胡锟）记者昨日从郑州机

场获悉，根据中国停车网市场研究中心（MRCPO）发布的
2017年度机场停车智能化测评结果，在国内年旅客吞吐量排
名前40位的机场中，郑州机场停车智能化水平位居第一。

2017年度机场停车智能化水平测评是由中国停车网市
场研究中心选取国内年旅客吞吐量排名前40位的机场，以机
场官方手机平台静态停车信息和智能停车功能、快速出入口
系统、车位引导系统、非现金支付、停车场WiFi等 16项测评
指标进行评分。郑州机场综合得分为 12分，位居第一，北京
机场和杭州机场综合得分均为11分，并列第二。

为方便更多旅客便捷停车，郑州机场大力推进“互联网+智
慧停车”建设，2016年开通了微信、支付宝、储值账户等三种非
现金支付方式，2017年又先后开通手机客户端自助缴费、手机
端实施车位查询、银联云闪付自助缴费、停车费支付宝“无感支
付”等功能，还实现了与高速ETC卡互联互通，停车场非现金支
付收入目前已占54.6%，旅客停车智能化体验感持续提升。

地铁秦岭路站A口启用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市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昨日发布

《关于1号线一期工程秦岭路站A出入口启用的通知》。通知
称，地铁 1号线一期工程秦岭路站A出入口定于 2018年 1月
12日 10:00正式开放启用。

地铁秦岭路站位于建设路秦岭路交叉口，此前已开通B、
C、D1、D2四个出入口。其中，B口位于东南角，C口位于西南
角、汽车客运西站门前，D1、D2位于西北角。这次新启用的
A口位于东北角。

据了解，地铁各车站在开通运营时，一般会让尽可能多的
出入口同期投入使用；但并不是所有出入口均具备投入使用
的条件，在后期会根据地表征迁及出入口建设情况，成熟一个
开通一个。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国家统计
局郑州调查队昨日发布信息，2017
年 12 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同比上涨 3.2%，高于国家 1.4个百
分点。2017 年全年，全市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1.8%。

与去年同月相比，12月份，全市
食品价格上涨0.2%，非食品价格上涨
3.9%，消费品价格上涨 2.4%，工业品

价 格 上 涨 3.5% ，服 务 价 格 上 涨
4.4%。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
1.2%，衣着类上涨 1.1%，居住类上涨
2.8%，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9%，
交通和通信类上涨1.9%，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上涨 1.7%，医疗保健类上涨
19.9%，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4.7%。

与上月相比，我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环比上涨0.7%。其中，食品价

格上涨2.2%，非食品价格上涨0.4%，
消费品价格上涨1.1%，工业品价格上
涨 0.7%，服务价格上涨 0.1%。分类
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 1.5%，衣着类
持平，居住类上涨 0.2%，生活用品及
服务类上涨0.9%,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0.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0.7%，
医疗保健类上涨1.3%，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下降0.2%。

2017郑州CPI同比上涨1.8%

服务学生和务工人员
各汽车站将上门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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