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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嘴，鼓励
吃饭减盐、减油、减糖

主要任务是啥？实施意
见从多个方面提出具体目
标。其中包括，实施合理膳食
行动。

具体来看，我省要鼓励全
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
实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
干预，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幼儿
园、学校、养老机构、医院等集
体供餐单位配备营养师。推
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推
进食品营养标准体系建设，实
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达
标工程。发展营养导向型农
业和食品加工业。到2022年
和2030年，成人肥胖增长率
持续减缓，5岁以下儿童生长
迟缓率分别低于7％和5％。

迈开腿，城区
“10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第一步管住嘴，第二步自
然要迈开腿。实施意见提出，
我省要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建设，统筹规划建设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实现城区“两
场三馆”（体育场、室外体育活
动广场和体育馆、游泳馆、全
民健身综合馆）和“10分钟健
身圈”全覆盖。制定全省公共
体育设施运营管理办法,完善
财政补助、服务收费、管理运
营、安全保障等措施，推行公
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

积极推进公
共场所控烟立法

实施控烟行动。实施意
见提出，要广泛宣传吸烟和二
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鼓励
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发
挥控烟引领作用，把各级党政
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加强
青少年控烟工作，把控烟知识
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课
程。强化公共场所控烟和烟
草广告监督执法。全面落实
税收、价格调节等措施，提高
控烟成效。不断加强卷烟包
装标识管理，逐步建立完善戒
烟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公共
场所控烟立法，逐步提高全面
无烟法规覆盖人口比例。到
2022年和2030年，全面无烟
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

到30％以上和80％以上。

积极发展老
年医院，降低失能发生率

步入老年，很多疾病可能
会找上门。为此，实施意见提
出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面
向老年人普及膳食营养、体育
锻炼、定期体检、健康管理、心
理健康以及合理用药等知
识。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积极发展老年医院、康

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
心等医疗机构，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三级中
医医院设置康复科的比例达
到或高于国家要求。发挥家
庭医生（团队）作用，为老年人
提供综合、连续、协同、规范的
签约服务。推进医疗卫生与
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探索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逐步建立
完善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的
政策体系。鼓励专业技术领
域人才延长工作年限，制定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专项规
划。优化老年人住、行、医、养
等环境，营造安全、便利、舒
适、无障碍的老年宜居环境，
实现健康老龄化。到2022年
65岁~74岁老年人失能发生
率有所下降，65岁及以上人群
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并持续下降。

防癌行动，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抗癌药
物纳入医保目录

说到健康，还有一个话题
绕不过去，那就是防癌。医学
技术发达的今日，依然让人

“谈癌色变”。为此，实施意见
提出实施癌症防治行动。积
极预防癌症，推进早筛查、早
诊断、早治疗，降低癌症发病
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制定全省癌症筛查和早
诊早治实施方案，有序扩大癌
症筛查范围，积极推广应用常
见癌症诊疗规范和临床路
径。推进国家级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实施疑难病症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促进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应
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
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和
有效衔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抗癌药物纳入医保目录，降低
癌症患者就医负担。加强农
村贫困人口癌症筛查，继续开
展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加强癌症防治科技攻
关。到2022年和2030年，总
体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和46.6％。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实
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实施心
理健康促进行动、实施健康环
境促进行动、实施中小学健康
促进行动、实施职业健康保护
行动、实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行动、实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防治行动、实施糖尿病防治行
动、实施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
行动等。

推进健康中原行动，我省从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等3个方面，提出15项行动

鼓励建“无烟单位”积极建老年医院

交通事故调查可查阅、
复制个人通讯记录？

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司法解释开展备案审
查，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
权。过去一年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公民、组织提出的
138件审查建议进行了审
查研究，提出了处理意见并
向建议人作了反馈。将88
件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查范围的审查建议分别
移送有关机关。

其中，督促制定机关纠
正与宪法法律规定有抵触、
不符合的规范性文件。比
如，有些地方性法规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
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
制当事人通讯记录。经审
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
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的原则和精神；对公民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的例
外只能是在特定情形下由
法律作出规定，这样的地方
性法规已超越立法权限。
经向有关机关指出后，有关
规定已修改。

记者查询了解到，宪法
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
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
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
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
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

对违法机动车实行累
积记分办法？

开车的“老司机”都知
道，12分是个“极限”，一旦
扣分累计达到12分，就会
被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还要
重新考“科一”，十分麻烦。
不过，按照目前法律法规，
12分的累计是针对驾驶员
本人的，而并非针对某一辆
机动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
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
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
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
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
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
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
车驾驶证。

报告显示，有的地方性
法规规定，对有违法记录的
机动车实行累积记分办
法。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与
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对机
动车驾驶人违法行为实行
累积记分的规定不符合，扩
大了现行规定的适用范
围。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将
修改相关法规列入立法工
作计划。

此外，报告还盘点了督
促制定机关根据上位法变
化对法规及时修改完善、推
动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
定作出废止或调整、允许和
鼓励制定机关根据实践需
要和法治原则进行立法探
索、对通过衔接联动机制移
送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
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摸着小肚腩的你请注意了，快放下手里的奶茶，要不该拖全省人民的后腿了！
12月26日，记者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健康中原行动的实施意见，从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控重大疾病3个方面，提出15项
行动，其中，号召市民“管住嘴、迈开腿”，提出“成人肥胖增长率持续减缓”的目标。

此外，积极推进公共场所控烟立法，提出到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
比例达80％以上。

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出炉

对交通事故调查
复制个人通讯记录说“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如果开车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交警为了查清双方
责任，查询甚至复制你的通讯记录，到底合适否？12月
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
告。记者从会场了解到，根据报告，有些地方性法规允许
交警在交通事故调查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
不符合公民通信自由的原则，现已修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健康中原”要
建成啥样？实施意
见提出，到2022年，
促进全民健康的政
策体系基本建立，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稳步提高，健康生
活方式加快推广，
重大慢性病发病率
上 升 趋 势 得 到 遏
制，重点传染病、严
重精神障碍、地方
病、职业病得到有
效防控，致残和死
亡风险逐步降低，
重点人群健康状况
显著改善，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

到 2030 年，促
进全民健康的政策
体系更加完善，全
民健康素养水平大
幅提升，健康生活
方式基本普及，居
民主要健康影响因
素得到有效控制，
因重大慢性病导致
的过早死亡率明显
降低，健康公平基
本实现，人均预期
寿命等居民主要健
康指标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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