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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尖警戒装备亮相 微信或视频也能报警

警方带你认识全新郑州110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闫亚平）

1月 10日是全国第 33个 110宣传日，也是
郑州市公安局开通 110 报警服务 23 周
年。昨日上午，郑州警方组织巡警、交警、
特警、刑侦、消防等警种，在紫荆山广场开
展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为
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警用无人机、爬墙机器人、
穿墙雷达、炫目电击盾牌等一大批高精尖
警戒装备整齐亮相。“这架无人机在多起案
件中有着出色发挥，非常厉害，尤其在去年
10月份侦破巩义的一起命案时，通过夜间
搜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民警的介绍吸
引了大批群众。同时，民警还通过摆放宣

传展板、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向群众广泛宣传 110指挥中心的职能
作用、接受报警的范围、关注“郑州警民通”
如何进行视频报警等报警常识，并向现场
群众发放宣传品。

据统计，2018 年，郑州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共接报警约 300万起。110短信
回访警情近40万，电话回访9565起，回访
全年平均满意率99.58%。

在宣传现场，记者了解到，为顺应公众
对公共安全的新期待，警方继续与市政府市
长电话室结合，积极推进非警务类诉求分流
网络推送平台建设，对公安机关110指挥中
心接处警系统和12345政府服务平台、其他

主管部门社会服务平台进行相应的技术改
造，配置“安全网闸”实现110报警服务台与
12345等其他平台“网络联系办公”，确保各
平台之间数据网上实时双向流转、互联互
通、安全运行。特别是对公安机关受理的非
警务类诉求，能够“一键转接”，确保第一时
间转至12345或职能部门进行受理和处置。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延伸服务群
众的广度和宽度，郑州市公安局 110指挥
中心在传统电话报警的基础上，拓宽报警
渠道，依托“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相继
推出了微信报警、视频报警服务功能，让群
众实现可视化、“面对面”向公安机关报警，
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不同报警需求。开通

以来，微信报警共接警 8265起，视频报警
共接警1454起。

此外，为深化郑州市公安局“就跑一
次”活动，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
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围绕群众深恶
痛绝的电信诈骗案件，在反电信诈骗专席
增加了面对面咨询服务功能，安排专人视
频面对面接受群众的咨询、求助和报警，帮
助群众第一时间辨别真伪，加强防范。
2018年，郑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共受理电
话 56923 起，其中咨询举报类警情 15237
起，推送刑侦处置警情 11963 起，劝阻
29723 起，涉案资金 46630.98 万元，成功
协助支付金额1703.66万元。

春节旅游消费持续升级
业内人士建议：考虑选择冷门目的地

郑州金蓝领网络大学开通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市人社局宣布，郑州金蓝领网络大

学开通运行，这标志着省会高技能人才培育从传统的单一线下培
训，转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培训。

郑州金蓝领网络大学是由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
托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建设运作的技能培训网络平台，具有在线
学习、培训管理、信息发布、互动反馈等功能。平台以在校学
生、企业人员、社会人员为主要对象，创新实施“互联网+微课+
基地”培训方式，将线上学习、线下实训相结合，实行弹性学分
制，让学员随时、随处灵活学习，有效解决在岗职工的工学矛
盾、突破地域限制、满足个性化学习，从而推动职业培训的上规
模、提质量。

据介绍，我市兴办金蓝领网络大学，旨在创新破解培训难题、
加速全市技能型人才培育。网络大学运行将严格筛选课程资源，
培育过程着重“工匠精神”，强化技能特色。同时，借助网络大学平
台，与新型学徒制全面推广相互结合，强化就业导向，强化岗位技
能提升导向，探索企业职工培训新方式。

保安全 保畅通 保民生

去年我市交通管理工作亮点多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邢红军）昨日，记者从郑州交警

支队获悉，2018年，郑州市大力开展城区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加强
智慧交通建设，规范交警队伍管理，创新交管服务举措，提升道路
安全防控，保安全，保畅通，保民生，全面提升了郑州市道路交通管
理水平，全市交通管理工作又上新台阶。

突破难点问题
开展城区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围绕各类突出违法行为和交通秩序乱象，交警部门集中开展
了 20余项集中行动，2018 年查处各类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668
万余起，同比上升 23.2%，其中现场处罚 171万余起，非现场处罚
496万余起，对非机动车行人采取“三教育一采集”措施教育处罚
190.6万余起。

坚持智慧交通先行
提升交通管理科技水平

2018 年，交警部门在 57 条道路上布设了 1675 台视频检测
器，53条道路上布设了 1219台地磁检测器，宏观把控交通态势；
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交通运行平台，布设了 63套 LED文字点阵屏
和 45套复合式交通光带诱导屏，基本实现了对市区主干道和快
速路的信息诱导和发布；在全市快速路和干道节点易堵路口新增
275处实时、动态路况抓拍设备，并结合支队微信、微博平台，实
时推送道路通行信息。

通过缉查布控系统实现对假牌、套牌、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
检、驾驶证异常等各种涉牌、涉证违法车辆进行主动预警，精准打
击，2018年利用该平台，共查处各类违法车辆52.8万余辆次，保障
了道路交通安全。

坚持综合治理
提升道路安全防控水平

2018年，交警部门督促重点客货运企业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
任，召开重点客货运企业安全例会 700多次，组织开展 510余次约
谈，约谈企业1020余家次；强化重点车辆隐患清零，“六类”重点车
辆交通违法处理率、检验率、报废率分别达到 98.85%、99.93%、
100%；围绕重点违法、典型案例等开展警示曝光教育，曝光交通安
全管理问题突出的企业400余家。

针对涉牌、涉证、酒驾、醉驾、毒驾、“三超一疲劳”等严重违法，
开展强力度整治，2018年全年共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6372本，办理
醉酒危险驾驶案件2874起。特别是在醉驾打击上，郑州交警醉驾
刑事案件办理工作在全省交警系统名列前茅，全年未发生重大以
上交通事故，整体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
实施一体化勤务机制

经过反复调研，交警部门出台了新的勤务模式，指挥中心基本
具备了指挥调度、视频监控、事件采集、分析研判、缉查布控、警媒
联动等功能，并与高德、百度等平台大数据深度融合，全面实施

“情、指、勤、督”一体化勤务机制。
以金水路、花园路八条示范路和农业路高架、京广快速路、陇

海高架等城市快速路，首批实施铁骑巡逻勤务模式，动中纠违，巡
弋执法，快速反应，疏堵保通，确保早晚高峰高架快速路不发生长
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确保重点路段严重交通违法得到有效遏
制，通行秩序明显改善。

2018年度最佳雇主
郑州10强单位揭榜
本报讯（记者 成燕）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人力资

本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郑州地区哪些雇主最受市场
欢迎？昨日，在 2018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活动暨中
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郑州分论坛上，揭晓了 2018
郑州最佳雇主 10强以及 2018 郑州最具发展潜力雇主
10强榜单。

其中，郑州康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移
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兴达投资有限公司、海马汽
车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科技园、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五局河南公司、河南锐之旗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入围 2018 郑州地区最佳雇主。郑
州联大教育集团、中国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郑州大
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入围 2018 郑
州最具发展潜力雇主单位。

据了解，2018 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于去年 7 月
31 日启动，报名企业数达 30854 家，获得 4000 万职场
人的参与提名和投票。经过雇员投票、专家评审团评
议、HR 评审团投票和企业资格审核等多个环节，最终
综合得分评出。该评选活动由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
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旨在通过专业科学的调
查和评选，发现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业趋势，
洞察求职者的需求变化，为企业制定雇主品牌战略提
供数据支持。此次评选中发现，郑州最佳雇主在雇主
品牌整体感知上要优于其他企业，尤其在培训方面尤
为突出。

论坛期间，智联招聘副总裁姬鹏展以《中国经济动
能从“人力”到“智力”》为主题，分享 2018年中国劳动人
力市场发生的巨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杨伟国在《人力资本新时代到来》主题演讲中，从新人才
配置、深赋能激活、高绩效牵引、强激励保障等切入深度
解读人力资本正迎来新时代。

腊八将至食材热销
本报讯（记者 成燕）“腊八节”快到了，消费市场有

哪些变化？昨日，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河南人偏爱购买的食材是大米、红枣、花生、小米、糯
米，腊八粥原料套装、糯米、腊八蒜、紫米等食材的销量
同比增幅超过 100%，其中腊八粥原料套装的销量同比
增幅达 260%。

此次数据统计时间为 1月 1日至 9日，腊八食材类
商品覆盖：腊八蒜、腊八粥原料套装、腊八米、腊八豆、腊
八醋、大米、小米、糯米、高粱米、紫米、薏米、黄豆、红豆、
绿豆、红枣、花生等。京东大数据显示，在腊八节到来前
夕，“腊八节”“腊八”等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去年同期 3
倍。大米、花生、红枣、小米、糯米成为排名前五的腊八
食材，同时腊八蒜、白果、桂圆、紫米、糯米等腊八食材的
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幅明显，分别达到去年同期的
4.4倍、3倍、2.2倍、2倍、1.8倍。

从各腊八食材在各省市的销量占比来看，最爱买腊
八醋的消费者来自山东、河南、天津，最爱买腊八蒜的消
费者来自甘肃、北京、宁夏，最爱买腊八粥原料套装的消
费者来自河北、河南、内蒙古。

从河南数据来看，“腊八节”“腊八”等关键词的搜索
量排名全国第十位，搜索量达去年同期的 3.6倍。从销
量来看偏爱购买的食材是大米、红枣、花生、小米、糯米，
同时腊八粥原料套装、糯米、腊八蒜、紫米等食材的销量
同比增幅都超过 100%，其中腊八粥原料套装的销量同
比增幅达 260%。从年龄看，18~25岁的年轻人群更偏
爱购买紫米、栗子和核桃仁，26~35岁中青年人群偏爱
购买腊八醋、腊八粥原料套装、红枣、红豆。其中男性消
费者偏爱购买腊八醋、腊八蒜、枸杞子、腊八粥原料套
装，女性消费者偏爱购买莲子、薏米、紫米。

工地违反红色管控
依法依规顶格处罚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谷长乐）1月 9日，记者参加“郑州
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跟随执法人员对惠济区的工业企业及
建筑工地红色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存在露天电
焊、道路积尘较厚等多项违反红色管控问题。

1月 9日上午，记者同执法人员来到惠济区双桥花卉市场
检查，发现两台 10蒸吨燃气锅炉，一台正在运行，现场不能提
供相关锅炉环保备案手续，两台燃气锅炉机头均未安装脱氮设
备。双桥花卉市场设备间还发现3名工人正在电焊作业，且未
采取任何烟尘处理措施。

执法人员询问得知，3名电焊工人均无电焊操作证，被移
交长兴路分局老鸦陈派出所带走询问调查。执法人员现场开
具交办单，要求惠济区攻坚办、江山路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顶
格处罚。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惠济区古马路，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
路快速化工程至西四环段施工四标段1号工地检查，发现该工
地违反红色预警管控现场露天电焊，执法人员现场开具交办
单，要求惠济区攻坚办、古荥镇政府对该单位依法依规顶格处
罚，正在施工的1名电焊工和工地负责人被移交长兴路分局老
鸦陈派出所带走询问调查。

当日 11时左右，执法人员在检查惠济区古马路郑州市四
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至西四环段施工四标段 2号工地，
发现场内主要道路积尘较厚，清扫不及时。该工地违反红色
预警管控要求，一辆搅拌车正在浇注混凝土，两辆运送混凝土
的搅拌车先后进入该工地。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工地开具交办
单，要求惠济区攻坚办、古荥镇政府依法依规对该工地依法依
规顶格处罚。

大学生捐献“生命种子”
挽救4岁白血病儿童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河南省肿瘤医院造血干
细胞捐献室里上演温情一幕，今年 23岁的大学生郭强
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年仅 4 岁的白血病儿童送去

“生命种子”。
郭强是郑州科技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2016 年，

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他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当时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并不了解，只知
道加入后可能有机会救人一命，但因为配型概率极低，
他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时隔两年，郭强接到郑州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被告知自己与一位白血病人初步配
型成功，他毫不犹豫同意捐献。

之后，郭强顺利通过了高分辨配型、体检等流程，捐
献被定于昨日进行。而捐献前后这段时间正逢期末考
试，为了不耽误患者治疗，郭强在打动员剂期间，在学校
与医院之间两头跑，兼顾学业又如期完成捐献。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携程发布的《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春
节，百姓旅游消费持续升级，游客更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上，在吃、住、行、游等方面更加追求品
质与个性化。纯玩团、私家团、精致小团、定制游、主题游等系列升级型新产品成为“网红”。

乘客发病晕倒车厢
车长乘客紧急救助

本报讯 (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张伟 文/图）9 日 10 时 20 分，一辆
郑州快速公交 B6 路车行驶途中，
一名身患高血压病的乘客突然病

情发作，晕倒在车厢内，幸获热心
乘客和车长及时拨打 120救助，发
病乘客得到及时治疗，转危为安。

“当时我驾驶着 B6 路公交车

在正常运营途中，车刚过长江路碧
云路口就听到车厢里面有人喊：

‘有人晕倒了，司机快停’……我赶
紧把车放慢速度靠边停下！”昨日，
B6路车长王慧霞向记者讲述当时
的情景。

她查看车内情况，发现一名乘
客在车厢地板上躺着，周围围一圈
乘客，不时向倒地乘客询问情况。
因为路上车流量大，公交车不能长
时间停留，前面就是碧云路站台，
王慧霞一边提醒乘客帮助照看患
者，一边将公交车开进站台，并拨
打 120，同时和车内两位热心乘客
一起照顾晕倒的乘客。

“因为不能确认乘客具体病
因，所以不敢随意动她，只能等待
120急救。”王慧霞说，虽然该乘客
躺在车厢地板上不能起来，但是意
识逐渐清醒。

此时，120赶到了现场，急救人
员对晕倒的乘客进行检查，没有发
现其他异样，初步诊断是高血压发
作导致的晕倒，暂无大碍,随后120
将该女子拉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治疗。

温暖郑州温暖郑州

“定制游”“私家团”走红

今年春节出游，旅游消费再度升
级。数据显示，预订携程 4、5钻级产
品的用户比例高达 91%，比去年增加
4 个百分点。春节家庭出游讲究省
心、私密，个性化，品质为王。选择

“私家团”“私人定制”旅游服务的消
费者大幅增加。“私家团”作为跟团游
的升级版，不跟陌生人拼团，丰富航
班酒店自选、1人起独立包车成团、专
属司导陪同、行程自由随性。春节期
间私家团预订量增长超过100%。

携程当地向导平台提供的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的订单要比平时增长
5倍以上。当地向导主要提供陪游讲
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活动等目的
地服务。

“出境游”人气旺

春节出境游哪些目的地人气最
高？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处于长线预
订的预订高峰，中短途出境游将在春
节前进一步增长。根据截至1月初的
携程出境跟团游、自由行的订单人
数，预计今年春节最受中国游客青睐
的前15名国家分别是：泰国、日本、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
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意大利、阿
联酋、柬埔寨、新西兰、英国、西班牙。

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越
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成为游客青睐
的避寒目的地。除了避寒，赴日赏雪
人气也不断高涨，预计游客春节期间
赴日赏雪、泡温泉、赏早樱将迎来小
高峰。

长线游方面，澳大利亚、新西兰
热度上升，迪拜、阿联酋、埃及、北欧、
意大利、西班牙等长线目的地也较受
欢迎。

80后、90后热衷携家出游

今年春节长假出行的游客
中，近五成订单选择提前出发或
延后返回拼假出游。根据携程跟
团游、自由行订单数据，从 1月 31
日起，出游人数就显著上升，特别
是欧美等出境游开始进入高峰，
出游最高峰出现在大年初一。

从出游人群来看，“80后”“90
后”趁春节孝敬老人、犒劳孩子，
带着全家旅行过年，成为春节出
游主力军。“00后”也成为春节出
游人潮中的新兴群体。调研数据
显示，旅游过年的“00后”中，一半
以上是新晋大学生。

“国内游”流行南下避寒北上赏雪

春节国内游热度明显超过去
年同期，预计增速将比出境游更
快。目前报名最热门的城市为三
亚、北京、广州、厦门、昆明、丽江、
哈尔滨、成都、上海、桂林、西安、
珠海、西双版纳、重庆、北海。其
中，南下避寒，北上赏雪成为热
点。

春节期间，国内游海南火爆，
目前海南春节班期不少航线预订
紧张，热门海景度假酒店也很抢
手，入住五星酒店的跟团游，自由
行产品价格已经升至 6000 元到
8000元。旅游专家建议，打算春
节去三亚旅游的游客需尽早规划
行程、预订产品，尽量错峰出游。

建议考虑选择冷门旅游目的地

春节出游，如何避开交通拥
堵和汹涌人潮？专业人士建议，
大家应尽可能提早预订线路，选
择相对冷门、但性价比高的目的
地不失为明智选择。比如国内游
方面，冰雪旅游持续升温，游客除
了东北雪乡，还可以选择内蒙古、

张家口、呼伦贝尔等地。海岛游
也并非三亚不可，北海自由行春
节期间仅两三千元，水质和体验
也不错。

国外方面，土耳其、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处于淡季，可以考虑
春节避峰出游。

预计春节全国出游人次超4亿

携程旅游研究专家分析，今
年春节旅游有多重利好因素。景
区门票降价优惠、高铁开通、航线
增多、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增多
等有利因素，有力助推国内民众
的出游意愿。今年春节旅游市场
供需两旺，根据去年数据以及今
年的增长趋势，预计 2019年春节

旅游过年人次将超 4 亿，出境游
人次将近 700 万。目前有来自
100 多个国内主要城市的旅游
者，通过预订携程跟团游、自由
行、定制旅游、当地玩乐等产品，
将到达 96 个国家、地区、海内外
900 多个目的地城市，最远到达
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