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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商丘段连霍高速
公路的交通情况，按照交通
运输部文件《关于商丘至兰
考公路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交公路发[2010]441
号）及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
速公路管理局（《关于连霍高
速公路商丘至刘江改扩建跨
京九铁路立交工程安全保通
方案的函》的复函），在连霍
高速公路上跨京九铁路立交
桥路段处进行北半幅封闭施

工（连云港→郑州方向），南
半幅正常通行，其间实施交
通管制，为保障施工路段高
速公路的安全畅通，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封闭里程：
K367 + 150—K370 + 450

（连云港→郑州方向商丘段
北半幅）

二、施工时间：
2017 年 3 月 31 日 至

2017年12月15日

三、绕行路线：
①连霍高速往郑州方向

的车辆：连霍高速→济广高
速→商周高速→连霍高速→
郑州方向；

②连霍高速往商丘方向
的车辆：连霍高速→济广高
速→商丘新区南站；

③济广高速往商丘方向
的车辆：济广高速→商丘新
区南站；

④济广高速往郑州方向

的车辆：济广高速→商周高
速→连霍高速→郑州方向。

请广大过往车辆注意交
通标志，按照交通标志行驶，
并相互告知，提前规划好出
行路线，避免交通拥堵。施
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告知。
商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高速大队
2017年3月26日

关于连霍高速公路商丘段北半幅封闭施工的温馨提示

本报讯 3月 24日，宁陵县乔楼乡辘轳湾
桃园景区一派热闹、喜庆的景象。主题为

“桃梨花开烂漫时 喜迎八方宾客来”的中
国·宁陵首届桃花节于当天在该景区盛大开
幕。

当天的辘轳湾桃园景区，吸引了近万名
游客前来观光赏花。他们观看了精彩的桃园
瑜伽表演和汉式集体婚礼。

据悉，此次桃花节将持续到 4月 10日，
期间还同时推出文艺演出、新媒体采风活
动、桃园诗会、第二节集体婚礼、首届梦幻
灯光节等系列文化娱乐活动，也会让游客参
与其中。

辘轳湾是贫困村，如何既让村民脱贫致
富，又能发展美丽乡村？该县决定发展乡村
旅游，让生态产业带动村民脱贫。为延伸桃
园产果期，拉长产业链条，乔楼乡领导带领5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多次到郑州、砀山、山东
等地考察，为群众引进了不同成熟期的树
苗。目前，辘轳湾桃园景区桃园面积近 5000
亩，辐射附近8个自然村。现主要品种有红甘
露、映霜红、永莲密、玖红 9号、小白桃等，
形成早晚熟品种相辅相成，拉长产业链条。

去年，辘轳湾村的村民自办桃花节，吸
引了数万游客前来观花赏景。今年，宁陵县
委、县政府因势利导，把一树“桃花”织成
四时风景，把发展乡村旅游业作为老百姓脱
贫致富路的一大法宝，将旅游产业布局与脱
贫攻坚相结合，县、乡两级政府主动服务，
在桃园发展上积极提供财力支持、技术支
撑、人才支持，拿出 200多万元资金购置了
13万株桃树苗，免费发给群众种植，新增桃
园面积 2000亩，以辘轳湾村为中心扩大了桃
园面积。

宁陵县县委书记李振兴表示，下一步，
该县将以辘轳湾村千亩桃园为依托，坚持生
态、旅游、产业三业并举，推行旅游+融合发
展，力争实现从卖桃子到卖风景、卖品牌，
把“桃园经济”做大做强，着力打造宁陵

“世外桃源”。 晚报首席记者 宋亚威

新华社郑州 3 月 26 日
电 记者从河南省交通厅了解
到，今年河南将严控交通运输
大气污染，对施工扬尘源实行

“一票停工制”。
河南今年重点解决全省

交通施工工地扬尘污染、公路
扬尘污染、道路运输扬尘污
染、行业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
等问题。管理单位对施工扬

尘源实行“一票停工制”，即未
能按要求完全落实防尘、抑
尘、降尘措施的工地，责令限
期整改，逾期未整改到位的，
一律实行停工整治。

河南省规定，施工工地凡
未实现工地 100%围挡、物料
堆放 100%覆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现场地面 100%硬
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

渣土车辆 100%密闭运输等
“六个 100%”擅自施工的，发
现一次在处罚的同时责令限
期停工一周整顿，发现两次在
处罚的同时责令限期停工 1
个月整顿，发现 3次在处罚的
同时责令限期停工 3个月整
顿。

河南还明确要求，新购入
渣土运输车必须为自动密闭

车辆，3月底前，现有渣土运输
车辆全部完成自动化密闭改
装；所有渣土运输车辆统一安
装卫星定位装置并与公安交
管部门联网，实现动态跟踪监
管。未按期完成自动化密封
改装的车辆，一律不得从事渣
土等物料运输业务。未符合
要求上路行驶的，一经查处取
消渣土运输资格。

“足不出户就能领发票，真是太方便了！
省时省力，还省路费呢！”近日，从邮政EMS快
递员手里接过河南省民权县国税局寄来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河南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张广运很高兴。

据悉，民权县国税局积极落实总局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行增值税发
票网上申领业务。纳税人只要登录“河南省网
上办税服务厅”进入“网上申领发票”模块按照
程序操作，即可线上申领电子发票。纸质发票
以线下配送为主。该举措既免除了纳税人往
返办税厅申领发票奔波之苦，同时也缓解了自
营改增以来办税服务厅前台纳税人激增的办
税压力。

该局精心打造了“三确保”为此项业务保
驾护航，利用“互联网+纳税人学堂”宣传推广
确保稳启步，利用微信推送、二维码扫一扫、
QQ群公告和纳税人学堂辅导纳税人学习使用
网上申领系统。与快递公司协商开辟专线确
保动力供应，该局与邮政速递公司达成协议，
明确专人负责专线配送到纳税人本人手里，做
好留底工作，保障发票邮寄安全。设立专属

“绿色通道”确保安全着陆，税务局部门派专人
负责征管系统申请信息处理，保证第一时间给
纳税人邮寄发票。 （管雪影 吕姿恩）

民权县国税局积极推行
增值税发票网上申领业务

中国·宁陵
首届桃花节开幕
将持续到4月10日

新华社上海 3 月 25 日
电 记者近日从中国银联了
解到，5月 1日起芯片磁条复
合卡（既有磁条又有芯片的
银行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将
关闭，芯片交易功能保留。
其他如纯磁条卡、芯片卡将
继续使用。

去年央行发布《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
卡风险管理的通知》，指出自
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
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
易，并要求各商业银行采取
换卡不换号、实时发卡等措
施，加快存量磁条卡更换为
金融 IC卡的进度。

目前，市场上流通使用
的银行卡分为三种：一是磁
条卡，适用于刷卡交易，卡片
上只有磁条无芯片；二是芯
片卡，适用于挥卡、插卡交
易，卡片上只有芯片无磁条，
又称 IC卡；三是复合卡，适用
于刷卡、挥卡、插卡交易，卡
片上既有芯片又有磁条。

银联相关人士介绍，由
于磁条易读出和伪造，为提
升金融支付交易的安全性，
全球支付市场均加快进度推
动磁条卡向芯片卡升级工
作。与磁条卡相比，芯片卡
更智能，可以完成更多任
务。此外，芯片卡具有不可

复制、存储信息大、智能动态
验证等多项技术优势。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理
芯片卡的终端环境已经完成
升级，复合卡持卡人今后仅
可以通过芯片交易通道挥卡
或插卡完成交易，杜绝盗刷
风险。

对于纯磁条卡用户，专
家建议，无论是出于自身用
卡安全还是顺应政策趋势的
考量，持卡人都应积极换卡，
及早享受“安芯”服务。据了
解，目前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推
出换卡服务。有换卡意向的
持卡人可持身份证和磁条卡
前往发卡行网点换芯片卡。

新华社郑州3月25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获悉，为持
续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河南将在 2017年 5月 31
日前，依法整治取缔全省现
有的27300家“小散乱污”企
业，扶优限劣，消除环境安
全隐患。

据悉，整治取缔的重点
是有色熔炼加工、橡胶生
产、制革、化工、陶瓷烧
制、铸造、丝网加工、轧

钢、耐火材料、石灰窑、砖
瓦窑、水泥粉磨站、废塑料
加工，以及涉及涂料、油
墨、胶黏剂、有机溶剂等使
用的印刷、家具等小型制造
加工企业。

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要求，涉及国
家 2011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中明确淘汰类重污染项
目，以及应淘汰而未淘汰的
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
工艺和产品，工信部门负责

核查取缔，严禁异地转移。
河南省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介
绍，工商部门、环保部门、
国土部门、质监部门分别负
责核查各类“小散乱污”企
业的经营许可证、环评手
续、用地合法性审查、质监
手续，全面整治取缔手续不
全的污染企业。

2017年 5月 31日起，对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拆改
和有机化工、餐饮等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未按时限要
求完成治理任务的，以及污
染防治设施不完善、污染物
排放不达标，污染环境严重
的，由环保部门负责依法责
令其停产限期治理，逾期治
理不到位的责令停产关闭。

据介绍，受到整治取缔
的“小散乱污”企业，将被
取消现有生产经营资格和生
产条件，做到断水断电、清
除设备、清除原料、吊销执
照“四个到位”。

河南5月31日前
将整治取缔27300家“小散乱污”企业

5月1日起芯片磁条复合卡
“磁条”功能将关闭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河南严控交通运输大气污染

对施工扬尘源实行“一票停工制”

生活中，大家经常会看到银行
卡被盗刷的新闻，甚至卡不离身，
但卡上的钱却不翼而飞。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其实，这通常发生在
磁条卡身上，其原理是：磁条卡用
户只要在 POS 机或 ATM 机上刷
卡，就会在机器上留下该银行卡的
磁条信息，极易被人克隆盗刷。因
此，持有磁条卡的用户最易发生被
盗刷的情况，而且有时还会消磁。

“磁条芯片复合卡”，顾名思
义，就是既有磁条卡功能又有芯片
卡功能，所以它实际的安全性等同
于磁条卡，在卡片防复制方面并不
比磁条卡强多少，只有关闭它的磁
条交易功能，它才成为真正的芯片
卡。因此，银行建议大家尽快将手
上的磁条卡换成芯片卡。

复合卡安全性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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