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
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沙鹏睿 文/图）为全力遏
制因酒后驾驶引发的道
路交通事故，营造良好
的道路交通环境，郑州
交警九大队进入酒驾查
处常态化，不分时间和
地点，24小时集中开展
酒后驾驶整治专项行
动，严查酒后驾驶交通
违法行为。

交警九大队提示：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
度主要取决于个体差异
及酒精摄入量。一般情
况下，人饮酒后随着时
间推移，酒精在人体内
会逐渐被吸收、分解，血
液酒精含量也会逐渐降
低。前一晚如果喝酒的
话，一定要保证充足的
睡眠，第二天如果仍觉
得头昏脑涨，千万别开
车，多休息，以免造成安
全事故。

24小时严查酒驾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翟美华 文/
图）为提高辖区亲子家庭的文化素养，培养阅读
书籍兴趣，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管城区蓉
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昨日组织开展“快乐阅读
时光”社区故事会主题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家庭
参与。

此次 活 动 以 绘 本 为 载 体 ，志 愿 者 老 师 绘
声绘色地为孩子们讲了绘本故事《公鸡的新
邻居》，让社区儿童在愉悦的绘本阅读氛围中
融入故事。轻松幽默的绘本故事不仅孩子们
爱听，就连家长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同时让孩
子们感悟到书中故事的道理：也许你和我一
样，也许你和我不一样，敞开心扉，我们就是好
朋友。

来“社区故事会”
分享阅读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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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郑万铁路郑州至襄阳段、郑阜
铁路郑州至阜阳段、商合杭铁路商丘至合
肥段开始进行满图试运行。

满图试运行是按照开通后的列车间隔
运行，以检验设备稳定性、作业人员标准化
及服务质量等，全面测试新线路综合运行
状态是否满足开通条件，也是新线联调联
试及运行试验的最后一个阶段，标志着开
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据了解，自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3 日期
间，郑万铁路郑州至襄阳段、郑阜铁路郑州
至阜阳段、商合杭铁路商丘至合肥段这三条
新线将比照实际运营状态满图试运行。

郑万铁路位于豫、鄂、渝三省市境内，
北接京广、徐兰客专，与陇海、登杞、石武、
京广、禹亳、平禹、孟平、宁西、汉丹等路网
干支线相交，南端连接万州，该集团公司
管内正线长度约 350.8 公里，正线速度目
标值为每小时 350 公里，设郑州东（既有
站）、郑州南、长葛北、禹州、郏县、平顶山
西、拐河北（越行站）、方城、南阳东、邓州

东 10个车站。
郑阜铁路以河南省郑州市为起点，经

开封（尉氏县）、许昌市、周口市至线路终点
安徽省阜阳市。线路全长约 281 公里，其
中河南境内正线长度为211.764公里，正线
设计为双线高速铁路、速度目标值为时速
350公里，共设火车站 8座，分别是郑州南
站、许昌北站、鄢陵站、扶沟南站、西华站、
周口东站、淮阳南站和沈丘北站。

商合杭铁路位于河南、安徽和浙江三
省境内，是皖浙与中原、西北和华北南部间
高速铁路的主通道，商合杭铁路西起河南
省商丘，设计为双线客运专线，其中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段 48.192公里，
正线设计速度目标值为每小时 350 公里，
共设商丘站、商丘东站两座车站。

郑州作为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京广、
徐兰两条高速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站
在全国快速铁路的十字路口，贯通南北、承
接东西。郑万、郑阜、商合杭铁路郑州局管
段开通运营后，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朋友圈将越来越大。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文/图）“你定的是
一份盖浇饭套餐，请拿好。”昨日中午放学后，
经开区实验中学七年级一同学来到学校食堂
吃午饭，在取餐口前的人脸识别机上一刷，10
秒钟便领取了提前预订好的配餐（如图）。从
本周起，经开实验中学就开启了智慧食堂，全
校师生将“刷脸吃饭”。据了解，这也是我省
首家实现刷脸吃饭的智慧食堂。

为实现校园内教学、管理、服务的数字
化、信息化、网络化改革，经开区实验中学自
本周起推出了“智慧食堂”，学生选餐、付费只
需通过校微信公众号上的手机点餐平台，就
能将一周的饭菜全部搞定，中间想换菜单只
需提前一天改动即可，查询机还会提醒学生
第二天的菜单，实现了学生点餐的提前化和
智能化。

“我们要用科技发展的成果为学校后勤
服务，为全校师生服务。原来学生们吃饭
用饭卡，不仅经常丢失饭卡，生活委员每周
还要帮全班同学的饭卡充值，收钱很不方
便，而且，家长也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吃得怎
么样。用了智慧食堂，家长直接用手机在

小程序上充值，和孩子一起商量预订下一
周的菜单，帮助孩子做到营养搭配，家长放
心了，每周还多了一起相处的亲子时光。
对学校来说，菜单提前订好，食堂提前准备
食材，既能节约食材，又能节约时间。”经开
区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岳泉水告诉记者。

智慧食堂，简单地说就是使用信息化手
段实现学生的个性化点餐，使学生吃得更好，
吃得更有营养，家长更放心、更满意。据岳泉
水介绍，智慧食堂的操作很简单，新生入学时
都会采集信息，学生或家长只要关注学校公
众号，家长通过手机在周日帮孩子点好下一
周的每一餐，每天学生只需到餐厅窗口刷脸
就餐就行。

“孩子想吃什么饭菜，吃多少，全都自己
说了算。”岳泉水说，学校给出的菜单都是
经过营养搭配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跟
家长一起选餐，食堂精准配料，不仅节约了
食材，减少了浪费，家长亲自参与点餐，知
晓学生的每顿饭菜，家长也很放心，家校联
合为学生学习做好后勤保障。学生们下课
后直接来取餐，也能节约吃饭时间。据统

计，整个学校的午餐时间可以节约十分钟，
由原来的 40 分钟缩短为半小时，学生们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运动或休息。

智慧食堂除了实现学生饮食个性化，减
少了浪费，经过大数据还能实现饮食数据化
分析，提供营养分析报告，为学生家长合理搭
配膳食提供依据。

昨日午餐时，学校七年级十二班的于同
学告诉记者:“我们同学都觉得这套系统很

‘高大上’，很新奇，再也不用想着带饭卡了，
现在来食堂吃饭就像走入了电影中‘刷脸’的
科技世界。放学后也不用着急来食堂排队
了，想吃的饭菜早就定好了，美味又方便，给
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教育也要跟上时代
的脚步。岳泉水表示，学校将结合自身教学
管理的实际经验，积极推动学校教育信息化
水平，提高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将传统
教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推进教育现代化发
展。从课堂的智慧化走向智慧食堂，最终还
要在智慧宿舍、智慧图书馆落脚，包括学校后
勤服务在内的各项管理全面走向智慧化。

幼儿教育博览会今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关 注 幼

儿教育的市民可以到中原国际博
览 中 心 看 看 。 为 期 3 天 的 第 17
届郑州欧亚国际幼儿教育（秋冬）
博览会于今日在中原国际博览中
心启幕。

作为全国首个以“幼儿教育”
为主题的专业展会，该博览会将
为全国学前教育系统供需对接提
供学习交流平台。本届博览会上，
百余家参展商将携带千余种展品
参展，预计将吸引来自河南及周边
多省的数万名观众参会。本届博
览会旨在打造国内幼教行业供需
对接的一站式采购平台，推动行
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体验、新服
务得到广泛应用。博览会立足于
服务幼儿园、培训机构、早教机
构、各地市幼教用品经销商、服务
商等。主要展出产品涵盖特色课
程、教材教具、幼教设备、幼儿玩
具、幼教用品、幼儿园软件、幼儿
园装修、在线教育应用及服务、幼

教服务机构等。博览会将结合学
前教育发展趋势，推出很多新产
品、新设施、新设备、新技术、新服
务，包括颜色亮丽、造型多样的户
外滑梯组合；丰富多彩的乐器启
蒙特色课程、神秘魅力传统文化
课程、高端儿童成长课程、全脑开
发、青少年视力恢复等特色课程；
智能趣味的电子白板、教学一体
机；专为幼教行业开发的安全防护
综合性解决方案以及终端净水设
备、空气净化等；全方位防开裂悬
浮式地板、各式休闲运动草坪等
环创装修材料；柔软亲肤的儿童
床上用品；设计时尚的幼儿园园
服、幼儿用品等。

据悉，为推动婴幼儿托育服
务专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展 会 期 间 还 将 举 办 托 育 服 务 政
策 解 读 与 托 育 服 务 发 展 公 益 论
坛，众多专家学者将聚焦幼儿园
创新发展新亮点，分析行业发展
趋势。

郑万郑阜商合杭铁路
郑州局管段满图试跑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郑轩 文/图

电警抓拍系统新增440套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玉东 通讯员 李楠）近期，为配合全
市交通违法集中整治提升工作，提
高科技化管理水平，强化城区道路
交通秩序的管理，郑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在郑州市市区新建了
电警抓拍系统。此次新增的“电警
抓拍系统”共计 440套，将在 11月
15 日正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抓
拍车辆闯红灯、压线、逆行、不按导

向等违法行为，强化道路交通秩序
动态管理。

电警抓拍系统是采用先进的
光电技术、图像处理技术、模式识
别技术对过往的每一辆汽车均拍
下车辆的图像，并自动识别出车辆
的牌照，通过平台算法筛选出闯红
灯、压线、逆行、不按导向等违法行
为的车辆。

电警抓拍系统主要用于抓拍

以下几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违
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
《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处罚
标准为记 6分，罚款 200元。违反
禁止标线指示的，处罚标准为记 3
分，罚款 100元。逆向行驶，处罚
标准为记 3分，罚款 200元。不按
导向车道行驶，处罚标准为记 2
分，罚款50元。

休闲服装针织内衣
抽查合格率92.6%

本报讯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
琴 通讯员 马俊军)昨日，记者从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期，该局开展
了休闲服装、针织内衣两种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涉及 68家企业、68批
次产品，质量合格产品共 63批次，
总合格率为92.6%。

本次休闲服装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共抽取了郑州、商丘、南阳等
3个省辖市 30家企业生产的 30批
次休闲服产品。主要对休闲服产
品 的 纤 维 含 量 、甲 醛 含 量 、pH
值、耐水色牢度、耐摩擦色牢度、
耐汗渍色牢度、耐洗色牢度等项
目进行了检验。经检验，29 批次
产品符合标准要求，1批次产品不
符合标准要求，主要涉及耐水色
牢度项目。

本次针织内衣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共抽取了郑州、安阳、驻马店、
商丘、南阳等 5个省辖市 38家企业
生产的 38批次针织内衣产品。主
要对针织内衣产品的甲醛含量、pH
值、可分解芳香胺染料、异味、耐水
色牢度、耐碱汗渍色牢度、耐酸汗
渍色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纤维
含量等项目进行了检验。经检验，
34批次产品符合标准要求，4批次
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主要涉及纤
维含量及pH值项目。

针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省市
场监管局已责成郑州、安阳市市场
监管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
严肃处理。省市场监管局特别提
醒广大消费者，注意产品质量安
全，遇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请拨
打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
或举报。

福布斯发布2019年度中国富豪榜
河南8人上榜 秦英林家族位列第九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
领）11月 7日，福布斯发布 2019年
度中国富豪榜，共有 400位中国富
豪上榜。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
腾、恒大许家印分别以 2701.1 亿
元、2545.5 亿元、1958.6 亿元财富
登顶前三。河南共有 8 位富豪上
榜，其中河南首富牧原股份秦英林
家族以 1173.8亿元财富值，位列榜
单第九，刷新了河南本土企业家在
该榜单中的排名。

今年，马云蝉联榜首。马云曾
与同伴共同成立电商巨头阿里巴
巴。不久前，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
事局主席之职，并开始专注于公益
事业。中国的电子商务一片繁荣，
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因而受益，
马云的财富也从一年前的 2387.4
亿 元 增 长 至 2701.1 亿 元 。 腾 讯
CEO 马化腾排名第 2 位，身家为
2545.5亿元；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
许家印排名仍为第 3 位，身家为
1958.6亿元。马化腾和许家印的排
名与去年一致。

河南富豪再创富豪榜单排位
新纪录！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秦英

林夫妇以 1173.8亿身家跻身前十，
成为许家印之外，又一跻身前十的
河南籍富豪家族。

今年 10 月 10 日，胡润研究院
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执掌牧原
股份的秦英林、钱瑛夫妇以 1000
亿财富排名第 15 位，比去年上升
55位。今年伊始，受非洲猪瘟疫情
与国内猪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
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牧原股份股价
一路飙升屡创新高。年初以来，牧
原股份股价由 28.73元/股涨至 103
元/股，至今总涨幅达 233%。11月
7日，牧原股份收于95.68元。

福布 斯 2019 年 度 中 国 富 豪
榜，河南共有 8 位富豪上榜，除秦
英林家族，上榜的还有天瑞集团李
留法家族（298.4 亿元，第 73 位），
华兰生物安康（243.2 亿元，第 90
位），中陆物流王超斌家族（144.2
亿元，第 169 位），万洲国际万隆
（137.9 亿元，第 186位），安图生物
苗拥军（106.1 亿元，第 246位），宇
华教育李光宇（93.3 亿元，第 282
位），盛润控股李喜朋家族（76.4亿
元，第 366位）。

郑州海关查获一批
非法入境电子“洋垃圾”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郑州海关
获悉，该关 11月 5日在国际邮件处理中心查获一
批非法入境的电子“洋垃圾”，共计415块，重29.4
千克。目前海关部门已按有关规定对该邮件进
行暂扣并进行后续处置。

据悉，当日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件来自澳大
利亚的邮件进行查验时，经过 X光机显示异常，
开拆后发现为大量非法入境的电子“洋垃圾”，全
部为手机或平板电脑触控屏幕，有较明显使用痕
迹和破损。

据介绍，进口电子固体废物俗称电子“洋垃
圾”，包括各种废旧电脑、通信设备、电视机、电冰
箱、空调以及被淘汰的精密电子仪器仪表等。受
经济利益驱动，通过邮寄、瞒报谎报等方式从境
外进口废弃电子产品的情况时有发生。郑州海
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关将实施最严格的口岸查
验，坚拒洋垃圾于国门之外，有效维护国家生态
环境安全。

智慧餐厅进校园 学生可提前点餐
全省首家智慧食堂在经开实验中学启用

文化路部分路段
8日起停水48小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为配合郑

州地铁 4 号线文化路站给水管网改迁工程，郑
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对文化路（国基
路—银河路）路段两侧实施停水。停水时间：
11 月 8 日 9:00 至 11 月 10 日 9:00，共计停水
48小时。

请中鼎花园、华瑞紫薇苑、德金假日蓝湾等
位于停水区域的社区和单位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自来水公司对本次停水给附近用户带来的
不便表示歉意。如有其他疑问请拨打供水热线
676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