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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
商丘率先建成全省首个主
城区公交电动化城市，每月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74
吨、碳排放499吨。今后，
将进一步加大电动公交发
展，尽早实现商丘境内全部
公交电动化。

商丘公交总公司负责
人张维峰说，目前，商丘市
区现有88条公交线路，其中
包括10条学生专线、16条
定制公交，在全省率先实现
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公交电
动化。目前，商丘市区共投
放945台纯电动公交，建4
座充电站，477个充电桩位。

张维峰说，近年来，商

丘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日趋
严重，为配合商丘城市蓝天
工程行动计划，从2015年
起，商丘市开始大规模淘汰
黄标车、老旧公交车，大量
引进宇通纯电动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具有污染
小、噪声低、维修方便等优
势，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
废气。”张维峰说，电动汽车
在行驶过程中特别安静，适
合在需要降低噪声污染的
城市道路行驶。最近几年，
商丘下大力气引进纯电动
公交车，开启公交发展的

“纯电动时代”。目前，每月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74吨、碳排放499吨。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郑州市人社局了解到，经郑
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领导小组批准，郑州市市
属19家事业单位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48名高层次及紧
缺人才。

根据安排，郑州市属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及
紧缺人才涉及郑州市财政
局、市卫计委、市体育局、市
文物局等 7个局委所辖的
19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人
数48人，其中包括金融学、
会计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
护理学、中药学等43个专业
岗位。

记者了解到，报考人员
应具备报考专业岗位所必
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符合相应的学历、学位、较
高的专业技能水平以及其
它要求，已取得符合岗位要
求的毕业证、学位证、资格
证等相关证件，聘用后能按
照用人单位要求及时到岗
工作。想了解更多岗位和
要求，可登录郑州市人社局
官网查询。

据悉，招聘采取考生本
人现场报名方式进行，报考
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
现场报名时间为：2017年8
月 29 日 至 8 月 30 日 8:
30-18:00。

本报讯 8月 19日，一
名旅客在航班滑行过程中
不听空乘人员劝阻，执意玩
手机，结果造成该航班延
误，无法正常执行飞行任
务。目前该旅客被郑州机
场警方依法做出行政拘留
十日处罚。

8月19日7时05分，郑
州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接民
航河南机场公安局反恐指
挥中心通知，郑州至三亚
CZ636Z航班上一名男性旅
客不听机组人员劝阻，执意
在飞机滑行过程中使用手
机，迫使该航班滑回。接警
后当日值班民警迅速赶往
238廊桥，并通知隔离区巡
逻警组进行先期处置。到
达现场后经警方初步调查，

旅客焦某不听空乘人员劝
阻，执意使用手机，机组出
于飞行安全考虑，在起飞前
果断滑回执飞航班，该航班
也因此造成延误。民警将
焦某控制并带走调查，查实
焦某违法行为后，警方依法
做出给予焦某行政拘留十
日的治安处罚。

郑州机场警方提示广
大旅客，飞行安全不容“任
性”，旅客在飞行过程中使
用手机或者在机舱内打架
斗殴等事件，不但对旅客自
身安全造成威胁，而且会影
响航班正常起降，更有可能
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
请大家在飞机上一定遵从
机组人员指挥，共同营造安
全正常的航空运输秩序。

今年4岁的妞妞跟别的孩子
不大一样，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
妈，可她只有妈妈，很少见到爸
爸。虽然她也很想有个爸爸，但看
到妈妈苦闷的脸，就不敢再多问。

4岁的妞妞还不知道什么叫
“离婚”。但去年年底，她的爸爸
妈妈离婚了，她被判给妈妈，除此
之外，妈妈郑女士还通过法院向

爸爸姚先生索要抚养费，从妞妞4
岁到18岁成年，法院判决姚先生
共给予8.9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姚先生并未理
会，外出打工去了。郑女士只得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去了几次，他不在家，
也拿他没办法。”昨日，记者联系
郑女士，她介绍，得知法院即将把

姚先生的信息推送到“老赖网络
曝光”平台，年轻的他知道互联网
的力量，也明白给孩子抚养费是
自己的义务，遂联系了他的叔叔
和村干部，集中到法院处理此事。

“经过协调，目前8.9万余元
已履行到位。”商丘市柘城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常务副局长宋红伟介
绍说。

□记者 段伟朵 文图

核心提示 | 上个周末，不少
河南人的手机很“热闹”。“安
阳县这个‘老赖’5000元都
不还，送你上曝光台”“住南
阳市卧龙区靳岗乡的注意
了，此人欠钱不还，请协助寻
找！”一篇篇定位精准的新闻
推送，让大家“看稀罕”。昨
日，全省各地均有失信被执
行人，迫于压力主动来到法
院履行义务。原来，这是全
省法院于8月18日启动的
全国首家省级“老赖网络曝
光”平台，以老赖所在位置为
圆心，有针对性地把其赖账
信息在“熟人圈”曝光。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
展规划（2016—2020）》，这是最
高人民法院首次制定人民法院信
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为全国
各级法院信息化建设指明了方
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
出，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是促进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实
现法院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加快“智慧

法院”建设。
目前，我省“智慧法院”建设

正如火如荼，全省各级法院信息
化建设和应用水平有了明显提
升。而利用信息化建设助力破解
执行难，也成为法院不断创新的

“试验田”。
全国首家省级“老赖网络曝

光”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豫法
阳光新媒体工作室联合“今日头
条”打造的，于8月 18日正式启

动。该平台是“今日头条”利用人
工智能分发和精准地图弹窗优
势启动的一个协助法院寻找老赖
的项目，旨在让社会公众了解执行、
支持执行，让失信被执行人倍感法律
的威慑力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自“老赖网络曝光”平台启动
以来，截至记者发稿，据不完全统
计，全省4家法院有失信被执行人
迫于曝光压力，主动到法院履行
义务。

时间：20日上午9时许
地点：安阳市安阳县人民法院

“你赶紧看看手机，上面说的
人是不是你？我跟我周围的朋友
可都收到了！”19日晚，老陈接到
电话后，拿起手机一看，一条题目
为“这个‘老赖’5000元都不还，送
你上曝光平台”的新闻就在手机
屏幕的推送栏，点开一看，里面姓
名、照片、案由，写得清清楚楚。

“一晚上没睡着，现在手机看

新闻的人太多了，谁愿意被亲戚
朋友指指点点？”昨日，记者联系
上了老陈，他已经在法院结清了
欠下的钱。去年，他组了个装修
队，但生意赔了，没钱给工人发工
资，就被工人告了。“当时我想不
明白，总觉得自己赔钱了，暂时欠
着无所谓，现在想想，我的债，不
该让别人替我背。”

安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张永平介绍说，互联网时代信息
传播速度飞快，上了曝光平台的
老陈，在短时间内成了当地知名
的“网红”，一天时间新闻点击率
就达4000余人次，被好多熟人打
电话询问此事。最终，老陈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履行了全部案款。

时间：20日上午9时许
地点：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家住南阳市卧龙区靳岗乡的
张林（化名）今年年初摊上了一场
官司。

跟他打官司的是熟人王军
（化名），2015年10月，王军租用
张林的一块空地堆放煤炭，两人
约定1年租金5000块。用到一
半，张林想用这块地建塑料大棚，就
约定退还王军半年租金2500元。

约定归约定，张林一直没有
归还这2500元。几次催要无果，

王军把张林告上了法庭。“这钱我
应该还他，但为这点钱还把我告
了？”张林为了争口气，打定主意
不还钱。

“住南阳市卧龙区靳岗乡的
注意了，此人欠钱不还，请协助寻
找！”19日晚7时许，张林的手机
上突然接到了这样一条推送新
闻，打开一看，里面要找之人正是
自己，一张大照片加个人信息，赫
然在列。

原本为了争口气，却导致自
己的信息被推送，他可受不了这
个“刺激”。张林立即联系法院，
于20日一早，把所有执行款执结
到位。

“法院并不愿意曝光任何一
个公民的隐私，但拒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的‘老赖’除外。”南阳市
卧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王展
介绍说，张林履行义务后，法院立
即撤回了对他的那条曝光新闻。

时间：20日下午4时许
地点：商丘市柘城县人民法院

飞机滑行时“任性”玩手机
一旅客被依法拘留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陈志涛

河南启动全国首家省级“老赖网络曝光”，多名老赖主动还款

郑州19家市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48名人才
□记者 田园

商丘建成全省首个
主城区公交电动化城市
□记者 田园

被曝光后，“老赖”主动到法院还款。

想赖账？让你在熟人圈曝光！

意义 助推“智慧法院”，利用信息化建设破解执行难

案例1 得知自己被曝光，他如芒在背一夜难眠

案例2 原本只是想争口气，却导致自己更“狼狈”

案例3 4岁的妞妞，终于等来爸爸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