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导航系统昨起提供亚太区域服务

总体性能与美国GPS相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

27

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 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今起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

式提供区域服务。

北斗系统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提供试

运行服务，

2012

年又发射了

6

颗卫星。

“北斗目前具备的服务能力，相对于

去年试运行的时候有大幅度提升， 总体

性能与美国

ＧＰＳ

性能相当。 ”中国卫星导

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主任杨宝峰说。

与去年试运行之初相比， 覆盖区域

由东经

84

度至

160

度扩展到东经

55

度至

180

度，定位精度由平面

25

米、高程

30

米

提高到平面

10

米、高程

10

米，测速精度由

0．4

米每秒提高到

0．2

米每秒。

“北斗导航系统还拥有‘独门绝技’，

将成冲击市场的‘杀手锏’。 ”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导航工程办公室主任吴东说。

吴东所说的“杀手锏”指的是北斗将

导航与通信紧密结合起来。 世界上其他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只是告诉用户什么

时间、在什么地方，而北斗系统除此之外

还可以将用户的位置信息发送出去，使

用户想告知的其他人获知用户的情况。

专家预计， 全世界卫星导航产业可

达

5000

亿美元， 中国大约

5000

亿元人民

币。

据介绍，北斗“三步走”战略第一步

是

2000

年至

2003

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

验系统。 第二步，

2012

年形成覆盖亚太大

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 第三步，

2020

年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覆盖能力。

被“党员中心户”义务奉献感动

山城区72岁老人

申请入党

本报讯 （记者 李霄楠 通

讯员 韦晓英）“社区里的党员每天

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帮忙， 我也想

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山城区山城

街道办事处汤西段社区 72岁的郑

建基老大爷对记者说。 日前， 他

向所在社区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成为山城区年龄最大的入党申

请者。

郑建基是一名普通退休职工，

从原矿山机械厂退休后， 就一直住

在矿山机械厂家属院。 近年来我市

实施了棚户区改造等一系列民生工

程， 让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党员中心户” 每天义务管理社区，

清洁道路，调解纠纷，为社区居民无

私奉献，这让他深受感动。在这份感

动下， 今年已经72岁的郑建基向所

在社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成为山

城区年龄最大的入党申请者。

我市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今冬明春

造林绿化工作全面展开

一个多月造林3万余亩

本报讯 （记者 席波）全市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暨今冬明春植

树造林攻坚战动员会召开后，我

市林业部门和各县区迅速行动，

突出重点，全面打响植树造林攻

坚战。截至12月26日，全市已植树

造林3万余亩，整地打坑3万亩。

11月13日， 全市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暨今冬明春植树造林攻坚

战动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今冬明

春要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载

体，以建设“太行山下森林城、淇

水河畔新鹤壁”为目标，完成造林

绿化47万亩的目标任务。

会后， 各县区和有关部门按

照市委、 市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

和要求，结合实际，对造林绿化任

务进行了分解， 并与各责任单位

签订《创森目标责任书》。同时，我

市还从有关单位抽调主要领导成

立4个督导组，分赴各县区协调督

导造林绿化工作。目前，淇滨区已

造林两万亩、整地 1.5万亩 ，鹤山

区造林8000亩、整地打坑2000亩，

山城区整地打坑9000亩， 浚县整

地4000亩，淇县造林2150亩。

浚县公安局

被命名为“全国公安

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全省获此殊荣的县级公安局仅两家

本报讯 （记者 尹新婷）日

前， 浚县公安局被公安部命名为

“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全省获这一殊荣的县级公安局仅

有两家。

近年来， 浚县公安局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要求， 始终

把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推动公安

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的切入点和突

破口，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作

为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不断加大

执法规范化建设力度， 提升整体

执法水平， 促进执法质量迈上新

台阶， 推动整体工作不断取得新

佳绩， 取得了队伍建设和执法工

作的双丰收。

据悉， 这是继2008年至2011

年连续4年被省公安厅评为执法

质量优秀单位、 全省公安工作先

进县公安局、 全省优秀公安局之

后， 浚县公安局综合类公安工作

获得的首个国家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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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鹤壁日报》征订进度

目前，2013年度《鹤壁日报》征订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淇

滨区、鹤山区已全面完成征订任务。 截至12月27日，各县区《鹤壁日

报》征订进度如下：

位次 县区 进度

1 淇滨区 100%

1 鹤山区 100%

3 山城区 92%

4 浚县 82%

4 淇县 82%

市商务局：

拓展招商领域 提升开放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汪丽娜 见

习记者 王丹枫）党的十八大指出，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必须实行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完善互

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

型经济体系。十八大明确要求，要加

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开

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

益方向转变。

“我们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

神，作为全市商务系统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用十八

大精神指导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在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中不断拓展招商领域， 提升开放水

平， 确保各项商务指标在全省争先

晋位。”日前，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蔺其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编制产业招商路线图

提高招商引资针对性

据了解， 今年前10个月全市引

进省外资金143.8亿元， 完成目标进

度居全省第二位，同比增幅居全省第

二位；全市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完

成目标进度居全省第二位，为我市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更好地指导招商引资工

作， 我们编制了全市产业招商路线

图， 制定了开放招商行动计划。 ”

蔺其军介绍， 围绕主导产业和新兴

产业， 他们结合我市生产要素比较

优势，以“选定目标区域，确定重点

产业， 锁定目标企业， 紧密联系中

介”为总体思路，启动编制了全市产

业招商路线图， 提高了招商引资的

针对性。 在制定开放招商行动计划

时， 他们建立完善了全市招商项目

库和客商资源库，精心筛选项目，明

确责任，落实到人，争取春节前有一

批项目签约落地。

“我们还要借力国家和省重大

招商活动，深入开展招商。 ”蔺其军

表示，2013年，他们将借助第八届中

博会，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 河南省承接长三角、 珠三

角、 环渤海经济圈产业转移等对接

活动， 拓宽招商渠道， 扩大招商成

果。 同时，围绕承接电子信息、承接

闽商产业转移等方向， 举办有针对

性的专题招商活动。

努力实现三个新突破

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在下一步的招商工作中， 蔺其

军表示争取实现三个新突破。“首先

努力在产业招商上实现新突破。”他

说， 要围绕优势产业谋划一批重大

招商项目，强力推进产业招商，培育

和壮大产业集群。 围绕电子信息产

业，谋划中国（鹤壁）汽车电子电器

产业基地项目和数码电子产业园等

项目。 围绕航盛鹤壁汽车电子工业

园等大项目， 谋划引进一批延链补

链项目。 在煤化工产业、 第三服务

业、汽车及零部件、金属镁、食品加

工产业上， 也谋划了一批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

“其次努力在引进央企和龙头

企业上实现新突破。 ”蔺其军说，要

积极谋划与中化集团合作建设氟化

工项目， 与中国化学集团公司合作

建设乙二醇项目。 与中国北车洽谈

推进围绕轻金属应用、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 钽电容等领域的合作。 同

时， 与航天科工集团洽谈推进与鹤

壁天海集团合作建设汽车电子项

目。还有，与富士康洽谈推进以金属

镁为主体的轻金属精深加工及配套

项目， 与航盛电子集团洽谈推进在

汽车电子以及在镁合金汽车零部件

等方面的合作。

蔺其军表示， 还要努力在对外

开放平台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今年

鹤壁海关、 鹤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获批，我们将抽调精兵强将，成立鹤

壁海关和鹤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筹

建处，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为

吸引外向型龙头企业落户、 进一步

扩大开放打造良好平台， 推动鹤壁

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蔺其军说。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创新招商

方式，在积极开展定点、定向、定位

和坐地招商的基础上， 拓宽招商领

域，开展以商招商，扩大招商成果，

并通过深入开展项目大回访活动，

提高签约项目落地率。同时，通过服

务好已落地项目，推进以商招商，实

现事半功倍的招商效果。”蔺其军信

心满怀地说。

康辉旅行社与我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每年将为我市输送

游客

3

万人次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马飞）

12

月

26

日，我市与康辉旅行社集团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

裕达国贸酒店举行。 副市长张然

代表市政府与中国康辉旅行社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继烈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市旅游局与河南康

辉国际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

据了解，中国康辉旅行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大型国际

旅行社、国家特许经营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组团社，经营范围包括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及国内旅游。

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

双方合作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共

3

年 （以后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作）。 中国

康辉以其旗下的河南康辉国旅等

为载体， 在全集团组织开展鹤壁

旅游主题宣传推广活动， 组织国

内外客源前往鹤壁，

2013

年度为

鹤壁输送游客

3

万人次以上并在

合作期限内逐年递增。 双方还就

旅游人才交流、 旅游产品推广与

合作细节达成一致。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此次签约拉开了我市

2013

年

“百团万人游鹤壁” 活动的序幕，

将进一步拉动“引团入鹤”旅游升

温和全市规模旅游的升级。

驾照新规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跨年度处理违法行为怎么办？

今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

违法行为记分按现行规定执行

2013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记分按新规定执行

□

新华社记者 邹伟 史竞男

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 然而，跨年度的

交通违法记分、驾驶证实习期、驾驶人考试等

新旧规定衔接问题将如何处理？ 公安部交管

局负责人回答了有关问题。

跨年度处理违法行为怎么办？

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遵循“法不溯及既

往”的基本原则，所以“不会用今天的规定去

约束昨天的行为”。

对违法行为发生在 2012年 12月 31日前

的，记分按照现行规定执行；发生在2013年1

月1日之后的，记分按照新规定执行。

跨年度实习期怎么办？

2013年1月1日后申请或增驾取得驾驶证

的，才执行新规定有关实习期的管理规定。对之

前已取得驾驶证， 到2013年1月1日后实习期未

结束的，仍执行原实习期管理规定。 即2013年

1月1日前初次申领取得驾驶证且在实习期内

的，仍执行原有实习期管理政策；增驾取得驾

驶证且未满一年的，不纳入实习期管理。

2013年 1月 1日前已经发生的违法记

分和交通事故 ， 不作为注销实习准驾车

型 、延长实习期的依据，不作为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人参加审验的依据。 只有2013年

1月1日以后发生的违法记分、 事故和审验

记录，才作为延长实习期、降级的依据。

跨年度考试怎么办？

2013年1月1日起， 科目一、 科目二、 科

目三考试全部按照新的考试内容和标准进行

考试， 之前已考试合格的成绩 （包括科目二

桩考） 仍然有效。 2013年1月1日起， 科目二

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

不得超过五次， 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预约

的考试次数不计算。

同时 ， 2013年 1月 1日起 ，核发的驾驶

技能准考证明的有效期为 3年。 对 2013年

1月 1日前已核发的驾驶技能准考证明仍

然有效的，有效期由 2年调整为 3年。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我们是会变脸的机器人”

12月27日，江苏首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项目）交流会在南京举行。

图为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生在展示科技创新作品“变脸机器人”组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