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综合

AⅠ·04

2018 年 6 月 14 日 责编 龚浩 美编 孟萌 邮箱 dhbu7@126.com

惦记老人 他们又去医院探望

受伤老人家属感谢省委政研室年轻干部的义举；
逃逸车辆已基本确定

郑州发布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清单

符合条件优秀青年志愿者
优先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程昭华 通讯员 韩保恒

自己的老父亲被救，没想到救人的年轻人又来看望老人，顾战厂（前排站立者）感动不已，只能用作揖的方式表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实习生 张亚林 文 刘栋杰 牛啸歌 摄影

核心提示 | 拾荒老人国道旁被撞，昏迷不醒，幸遇一群出
差路过的年轻人伸出援手，烈日下还细心地为伤者打起了遮阳
伞……6 月 12 日，本报以《烈日下他们为车祸老人撑伞》为题，
报道了从新乡返回郑州的省委政研室（改革办）十几名年轻干部
的救人义举。6 月 13 日下午，
始终惦记着老人病情的这群年轻
人，
又有多人专程前去原阳县中心医院，
慰问伤者家属。
6 月 13 日，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相关人士表示，涉嫌肇
事逃逸的嫌疑人车辆已基本确定,目前正在全力抓捕嫌犯。老
人目前正处于昏迷状态。
这群救人的年轻人
又来看望受伤老人啦！
扫一扫看完整视频。

家属｜如果没有你们，父亲可能都已经不在了
6 月 13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
省委政研室（改革办）办公室主
任李同昌的带领下，参与救人的
几名年轻人，专程来到原阳县中
心医院，
慰问伤者的家属。
李同昌告诉记者，对年轻同
事们的救人义举，他非常感动。
而一直惦记着老人安危的年轻
同事，当天特意前去探望，并送

去慰问品。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
父亲现在都可能已经不在了。”
家住原阳县祝楼乡的顾战厂，边
擦拭眼泪，边对李同昌一行作揖
感谢。受伤的老人叫顾福才，今
年 73 岁。
面对顾战厂的感谢，当时参
与救人的女孩儿赵琦颇有些不

好意思。她说，虽然当时只是路
过，但看到有老人躺在地上生死
不明，谁遇上这种事情，都不可
能见死不救，相信其他路人也都
会挺身而出。而事实上，当时也
确实有一对母子开车路过，同样
第一时间下车救人，虽然彼此素
不相识，
但她心里一直暖暖的。

本报讯 继郑州获得全国城
市信用工作创新奖后，郑州信用
体系建设再有大动作。根据国
家各部委签署的联合奖惩备忘
录梳理，6 月 13 日，郑州市发布
《郑 州 市 守 信 联 合 激 励 清 单
（2018 版）》和《郑州市失信联合
惩戒清单（2018 版）》，以加快推
进郑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
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与此同时，6 月 14 日正
好也是我国第十一个“信用记录
关爱日”。据了解，自 2013 年国
务院颁布《征信业管理条例》以
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征信法规制
度体系，整个河南省的信用体系
建设也成效显著。
从守信激励来看，此次发布
的《激励清单》对守信个人给予
了教育服务和管理、就业和创新
创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金融
与住房租赁服务、文化生活服务
等 7 个方面的鼓励政策和支持。
如在就业和创新创业服务
方面，郑州将鼓励党政机关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
愿者，优先向优秀青年志愿者提
供公共就业服务等；在住房租赁
服务方面，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
志愿者，将优先纳入公租房保障
范围等。
对于守信企业来说，则将获
得项目审批服务和管理、价格检
查、税收服务和管理、政府采购
及财政资金使用、土地使用和管

理、商务服务和管理等 14 个领
域的激励支持政策。
比如企业关心的土地使用
和管理方面，在政府招标供应土
地时，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考虑守
信企业，并给予必要便利和优
惠。
在《联合惩戒清单》中，明确
了 26 类被联合惩戒对象，主要
包括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
任主体，安全生产领域、环境保
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
重失信者等。
此外，在对失信企业的惩戒
方式上，从去年的 34 种，增加到
今年的 41 种。
比如说对失信企业，将依法
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从严审
核债券发行；限制境内上市公司
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或者限制成
为股权激励对象；禁止部分高消
费行为，如乘坐飞机、高铁及住
宿较高星级酒店、在获得旅游等
级评定的度假区等旅游企业消
费等，就连对外承包新的工程，
在一定期限内，也会被有关主管
部门所禁止。
郑州市发改委相关人士介
绍，郑州市有关部门，将制定符
合自己行业的奖惩细则，并通过
市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
向参与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的部门提供失信惩戒及
守信激励名单信息，并按照有关
规定动态更新。同时，相关名单
信息也将在各部门门户网站及
“信用郑州”
网站进行公示。

伤情｜老人仍昏迷，
医生赞年轻人救人冷静
原阳县中心医院外二科主
任孙进军告诉记者，老人目前在
重症监护室救治，仍处于昏迷状
态。
孙 大 夫 说 ，老 人 属 于 脑 外
伤，颅骨骨折，6 月 12 日送到医
院 的 时 候 ，就 已 经 处 于 昏 迷 状

态，目前还未脱离危险期，如今
的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但如果
将来情况恶化，就有可能需要做
开颅手术。
孙大夫表示，这群年轻人的
义举，非常值得敬佩。另外在参
与救人时，他们没有贸然挪动病

人，而是第一时间联系 120，做
法也非常冷静。对于伤情不明
的伤者，贸然挪动有可能对其造
成二次伤害。为老人打伞，防止
其体表被高温地面烫伤，同样体
现了这群年轻人细心的一面。

保障｜警方已协助家属申请救助基金
顾战厂告诉记者，父亲顾福
才今年已经 73 岁，但平时身体
还算硬朗，总是喜欢出来捡废品
卖钱。家人都不同意其做法，但
倔强的老人始终坚持，他们也无
可奈何。事发当天，老人应当是
正准备前去废品站卖东西，结果

中途出了意外，事发地点距离家
也就三四公里。
因为家境困难，高额的治疗
费用让顾战厂颇感压力。
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交
通巡防大队民警张墙说，当得知
当事人家境困难时，他们第一时

间协助其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保证老人不会因费
用问题而中断治疗。
对此，该医院负责人表示，
医院已经组织强有力的医疗队
伍，会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老
人。

案情｜嫌犯车辆已确定，正在抓捕
嫌犯什么时候能抓到？
对于家属关心的这个问题，
张墙表示，虽然在事发现场的路
口并没有监控，但警方经过大量

的排查，案件已经有重大进展。
嫌疑车辆已经基本确定，是一辆
五菱之光面包车，但肇事司机尚
未归案，警方会尽全力将其缉拿

归案。如果老人的伤情达到一
定标准，肇事司机将涉嫌刑事犯
罪。警方提醒嫌犯最好尽早投
案自首。

红旗渠精神研究会网站
上线啦
本报讯 6 月 13 日，由省委
省直工委主管、红旗渠精神研究
会主办、大河网承办的红旗渠精
神研究会官方网站（hqqjs.dahe.
cn）正式上线了。网站定位为红
旗渠精神的“思想宣传阵地，革
命传统的学习阵地，红色文化的
交流阵地、学术研究阵地”，旨在
成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学习
研究、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的主
要阵地。
红旗渠精神研究会会长、省
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联络
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恩东在启动
仪式上指出，
“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
党的一座永恒精神丰碑。下一

步，红旗渠精神研究会将以官方
网站开通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高扬起学习研究、传承弘扬红旗
渠精神的大旗，以高质量的学习
研究推动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
发扬光大，为奋进新时代、让中
原更加出彩注入强大而持久的
精神动力。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董林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此次由
大河网承建的红旗渠精神研究
会官方网站充分发挥了新闻宣
传和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使红
旗渠精神更容易、更方便地被人
们所接受与学习，未来也必将成
为宣传红旗渠精神的重要平台。
（杨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