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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洛阳市
新安县磁涧镇礼河的
村民从 3D 艺术画前
经过。该镇邀请专业
绘画团队在乡村沿街
工厂、居民房屋墙体
上创作 3D艺术画，扮
靓了乡村街道。⑤4

黄政伟 摄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许晓波 邢永田）记者 1 月 6 日获
悉，河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专家成
功为一名尘肺病患者实施了全省
首例异体肺移植手术，结束了河南
不 能 开 展 异 体 肺 移 植 手 术 的 历
史。患者目前生命体征良好，即将
康复出院。

1 月 6 日，记者来到省医一号
病房楼，透过病房的玻璃窗，患者
小陈微笑着向外界挥手致意，感谢
所有帮助过他的医生和亲友。据
介绍，小陈是福建人，今年 28 岁。
由于长期从事石材雕刻工作吸入
了过多的粉尘，导致双肺纤维化、
肺实变，形成尘肺，尤以右肺最为
严重。严重的尘肺病变导致他有
严重气胸，且反复发作，肺功能丧

失殆尽。经过多方求医，小陈于
2015年 12月来到省人民医院胸外
科。经专家评估，患者符合肺移植
条件，医院随即为其寻找肺源。同
时，医护人员和营养师也在积极地
改善调理患者的营养状况。

经过多方努力，北京传来了肺
源的消息，供体来自一位 40 岁的
男性脑死亡患者，经严格检验配
型，达到移植要求。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在省医胸外科主任医
师魏立的带领下，手术团队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操作，患者的右肺成功
接受了移植。

据了解，全国目前已有 20 多
家有资质的医院能够成功开展肺
移植手术，每年成功实施肺移植手
术近 150例。③10

本报讯（记者董建矿 通讯员
胡殿芳）不管婚丧嫁娶，还是逢年
过节，市区内将不允许燃放烟花爆
竹。1 月 6 日，记者从新乡市人大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了解
到，从今年 1月 1日起，新乡市区全
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按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在城区
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决定》要
求，新乡市将采取“政府组织、部门
联动、基层实施、社会参与”的方
式，在 107国道以西、南环以北、西
环以东、北环以南区域，全面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同时全面禁止生
产、销售、储存烟花爆竹。值得注
意的是，与以往禁燃只针对春节期

间燃放烟花不同，婚丧嫁娶也被列
入禁燃之列。

此次禁燃决定的出台源于新
乡对大气环境污染整治持续保持
高压态势。烟花爆竹在燃放过程
中会排放出大量的氮氧化物、二氧
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气态污
染物和大量颗粒物，严重污染大气
环境，而且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该决定实施后，一旦发现市民
违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将由公
安、安监、城管、工商等部门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还
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③8

2015 年的最后一天，中国足
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女足国家队集
训名单。河南徽商女足除了娄佳
惠和雷佳慧受到征召外，18 岁的
开封姑娘王莹也赫然在列，这也是
继邓君霞 1987年入选中国女足之
后，开封市第二个入选中国女足的
运动员。

作为女足的新晋国脚，王莹也
算师出名门。她所毕业的禹王台
区实验小学是开封著名的足球特
色学校，其启蒙教练陈燕明，除了
带过前国足队长杜威之外，现役国
家青年女足的马晓兰、王雪婷以及
入选过国青男足的河南建业队球
员张帅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而
王莹更是陈燕明在小学五年级就
一眼相中，数次登门拜访，才最终
让她走上了踢球这条路。

凭借出色的运动天赋以及吃

苦肯练的优秀品质，王莹的足球道
路从一开始就比较顺利，从入选开
封市体校、省体校，到进入河南女
足并很快担任主力，2009 年她首
次入选国少队，之后又顺利进入国
青队。尤其是在 2014年的世青赛
上，作为右后卫的王莹曾在一场比
赛中上演助攻“帽子戏法”，不仅帮
助球队 3∶1取胜，赛后她还被评为
当场的最佳球员。也正是凭借这
次的出众表现，王莹在足协专家组
心目中有了一席之地，最终成为新
一期国家队的一员。

根据计划，王莹将随自己的两
位师姐在1月6日前往国家队报到，
出发之前，她专程回到母校看望了
恩师陈燕明。谈到自己成为国脚后
的心情，王莹表示：“在奥运会和世
界杯的赛场上为国争光，是我成为
运动员后的最大梦想，现在离这个
目标已经更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一定
会为实现这个梦想拼尽全力！”④11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刚刚结
束济南的客场之旅，河南伊川农商
银行 6 日又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今晚，她们将做客大庆，挑战本赛
季 WCBA 第三阶段分段赛第七轮

（总第 29 轮）的对手黑龙江女篮。
面对目前战绩仅为 1 胜 5 负的对
手，河南女篮将尽全力力争拿下对
手，一扫上一轮败走山东的阴霾。

上一轮比赛，河南女篮外援帕
克和黄品蓁的发挥依旧出色，本土
球员陈晓丽、吴迪、孙杰也给予了
足够支持，但河南女篮终究还是没
能顶住集体“打疯”了的山东女篮
的反扑，在第四节的最后阶段被对
手反超，最终以 83∶86 客场饮恨，
错失了六连胜。

第三阶段前两轮比赛，河南女
篮曾在主场与黑龙江女篮有过两次
交锋，河南女篮通过全队配合以及
精准的命中率均取得了大胜。此番
做客大庆，只要发挥出正常水平，拿
下对手应该不成问题，毕竟黑龙江
女篮第三阶段只取得了 1胜 5负的
成绩，整体实力偏弱是不争的事实。

谈及今晚的比赛，主教练王晓
梅表示：“第三阶段的赛程已经过
半，我们目前的战绩为 5胜 1负，整
体表现还算不错。再度与黑龙江
队交手，我们还是要力拼对手，做
好打困难球的准备，特别是要汲取
上一轮输给山东队的教训。我们
只要全力发挥摆正心态，就一定能
战胜对手。”④11

全省首例！

省医完成异体肺移植手术

新乡市区全面禁燃禁放

□本报记者 李 悦

河南女足小将新晋国脚

WCBA第三阶段

河南女篮今晚欲取黑龙江

■体坛快讯

1 月 3 日，汝阳县柏树乡柏树村群众在看村里新的一期村务公开
栏。该县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认真落实农村基层党务公
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群众通过村务公开栏对关心的低保、宅基地、危房改造等惠农、涉农的
热点难点问题一目了然。⑤4 康红军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1 月 6
日，省公安厅发布消息，自 2015年 12
月1日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成立以
来，截至目前，全省反虚假信息诈骗系
统共录入虚假信息诈骗案件5025起，
成功止付被骗金额 4100余万元，封
堵、关停涉嫌诈骗电话号码325个。

据悉，目前我省已建成“一个中
心”即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两
个分支”即郑州、洛阳反虚假信息诈
骗分中心，“全省共用”就是全省各
地统一使用一个反虚假信息诈骗系
统平台。 我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
心的主要架构是，由公安、通信运营

商和银行依托 110指挥中心合署办
公，建立三家有机衔接的网上作战
系统和平台，对涉嫌虚假信息诈骗
的电话予以阻断拦截，对涉案的银
行账号进行快速查询止付，与各级
公安机关专业打击力量相结合，实
现对虚假信息诈骗犯罪“以快制快、
以专制专”的打防态势。

据省公安厅统计显示，在 2015
年全省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件中，冒
充 政 府 说 要 发 放 补 贴 行 骗 的 有
1335起，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的有
2053起，冒充银行和通信运营商诈
骗的有 4018 起。发案数量位居前

四位的电信诈骗分别为荐股诈骗、
网络购物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和
办理信用卡诈骗。

省公安厅特别提醒，辨别电信
诈骗，请牢记“三个绝对”、“三个凡
是”：所有的司法机关绝对不会电话
办案，绝对不会设立“安全账户”，绝
对不会打电话要求群众转账；凡是
自称行政、执法部门来电要求转账、
汇款的都涉嫌诈骗，凡是未经认证
的网站发布购物、购票信息的都涉
嫌诈骗，凡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
要求转账、汇款至陌生人银行账号
的都涉嫌诈骗。③8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服务区早已是高速公路
的标配，省道上设立服务区则少而又少。承载着豫西北晋东
南大部分公路客货运的济源市，于近日率先在我省省道部分
路段设立了服务区。据了解，该市先后投资 3500万元，在省
道 243郭木线太行山区段、长济高速济源南站出口和东站出
口、二广高速济源北站出口等处修建设立综合服务区。“这样
既可以为过往车辆、行人提供综合服务，还可以有效避免车
辆带‘病’行驶和驾驶员疲劳行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该
市公路管理局局长黄新哲说，2016年济源市还计划在省道
245邵吉线山区段增设两处综合服务区。③8

本报讯 （记者宋 敏 通讯员杨治国）新年伊始，
在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祥符张村，党员张三林刚刚成立
的“三林爱心基金”就开始张罗摸查区内新增困难家庭
情况。通过创新培训方式、完善管理机制、精选活动载
体，全县 1010个基层党组织和 3.5万多名党员，在各自
所属岗位上贡献着力量，取得了较好成效。

2015年，该县为全县党员编发了教育管理手册，创新“互
联网+党建”新思路，开发党群服务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开通

“便民壹点通”微信公众号，将组织生活和党内制度融入管
理系统，初步实现了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长效化。③8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通讯员陈新刚 霍岩峰）1月6
日，我省应急广播新媒体示范工程在方城县启动。该工程
总投资 1240余万元，建设市级应急管理后台、市县乡村
业务运行平台、市县传输平台和AM数字、FM模拟、移动
互联网等传输管道，开通应急广播频道、应急电视频道，
终端覆盖电视机、收音机、大喇叭、户外大屏等，构建安全
可控、多级联动、多管道下发，平战结合的应急广播体系。

示范工程建成后，可提供多媒体信息权威发布综合
服务、应急广播村村响服务，定点定向发布预警信息，第
一时间报道突发公共事件。③9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1 月 6
日，省公安厅还公布了 5起典型电信
诈骗案件。

2014年 4月 28日，邓州市曹某
手机接到短信，称其被《出彩中国
人》栏目组抽取为二等奖幸运用
户，获得 138000 元创业基金和苹
果笔记本电脑一台。曹某信以为
真，接连给对方汇款转账 16 次，共
向 对 方 提 供 的 银 行 账 号 汇 款
191760元。对方电话无法接通后，
曹某发现被骗。邓州市公安局经
过两个月努力，成功侦破该发送中
奖诈骗团伙，并带破湖南、湖北等
多个省诈骗案件 50多起。

2014年2月12日，受害人郭某接
到在美国学习的表弟用QQ发来的信
息，称其有一个朋友刚从国外回到国
内，并发来一个电话号码，委托表哥与

其朋友联系看有啥事。郭某用电话联
系后，对方称是其表弟的领导，在回国
时有 18000美元放在其表弟处，现急
着让其表弟汇 9万元人民币给他，但
一直联系不上其表弟。郭某代表弟汇
款后才发现被骗。洛阳警方侦查发
现，犯罪嫌疑人盗用郭某表弟的QQ
实施诈骗，警方很快破获此案。

2015年 3月 24日，登封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接到杨某报案称，其于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份被人
冒充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财务部长
以办理返还购药费用手续的名义诈
骗两万余元。警方经过侦查，成功
打掉一个作案 30余起、涉案金额 70
余万元的电信诈骗团伙。

2015 年 11 月 11 日，郑州市二
七区王女士收到中国招商银行专线
95555 发的短信，称可以免费快速

办理 5万至 50万元额度的白金信用
卡。根据自称银行客户经理的人的
指导，王女士用网银登录了一个“钓
鱼”网址，随后发现卡内 149251 元
钱被转走。警方立即启动反信息诈
骗联动平台，对 8 个银行账户进行
快速止付操作，封堵了未来得及转
移的 4万余元赃款。

2015年 12月 1日上午，秦某接
到一自称武警部队官员的人打来的
电话，说需要购买帐篷，并给其一个
帐篷生产厂家的联系电话。秦某经

“厂家”联系，对方要求其汇款 20万
元作为预付款。秦某汇款后，与“厂
家”及“武警部队官员”皆失去联系，
发现上当受骗。郑州警方利用反虚
假信息诈骗系统平台对涉案银行账
户进行紧急处置，为秦某挽回经济
损失 10.4万元。③9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 实习生
闵 玥）事业单位聘用急需紧缺的高
层次人才而又没有相应空缺岗位
的，可以不受本单位岗位总量、最高
等级和结构比例限制，申请设置不
超过经核准的专业技术岗位总量的
5%的特设岗位。1月 4日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
日前联合下发《河南省事业单位特

设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标志着
我省事业单位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
有了新的“绿色通道”。

《办法》明确，特设岗位是事业
单位根据事业发展聘用急需紧缺的
高层次人才等特殊需要，经批准设
置的岗位。用人单位无相应空缺岗
位，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设
置特设岗位：承担国家或我省重大

研究项目或课题，本单位人员无法
满足工作需要，急需引进高层次人
才的；引进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千人计划”人选、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人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人
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
江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
员，以及省“百人计划”人选、省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中原学者”、省优
秀专家、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享受
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等省部级及
以上学术技术称号的高层次人才；
符合行业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
有关特设岗位具体规定的；使用人
才编制引进人才的；省属事业单位
引进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且在原单位已聘用人员，或

省辖市属及以下事业单位引进具有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且在原单位已聘用人员的；引进具
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急需紧缺
专业人员的。

《办法》还首次对我省事业单
位特设岗位的设置原则、比例控
制、设置程序等方面做了具体规
定。③7

全省警方成功止付4100余万元
辨别电信诈骗，请牢记“三个绝对”、“三个凡是”

警方公布 5起典型电信诈骗案
▶▶相关新闻

我省拓展事业单位引才渠道

聘用高层次人才可申请特设岗位

尉氏党建创新服务群众 济源设立省道“服务区” 应急广播示范工程方城启动

基层传真基层传真

3
D
墙
画
扮
靓
乡
村

警方提醒当心16类电信诈骗

涉案类

退税类

1

2

救急类3

4

5

6

7

8

“教育退费”类

虚假荐股类

新生儿出生
补贴类

银行卡类

贷款类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假冒房东类

消费类

中奖类

QQ号类

招工类

求子、婚介类

为淘宝网店
代刷信誉类

出售考试作弊工
具或考试答案类

制图/单莉伟 石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