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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交通信息台

记者8月22日从省统计局获悉，“十二五”时期河南人

口发展报告近日出炉。数据显示，近几年随着我省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河南流出省外人口增速明

显放缓，省内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且流动更加频繁，流动人口

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尹沅沅

近年来，基因检测技术在新生儿遗
传疾病筛查、肿瘤靶向药物研制等领域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就在这项新
技术由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同时，
一种叫作“天赋基因检测”的项目成为商
业机构拓展开发的“新领域”。这种检测
项目靠谱吗？如何正确看待基因检测？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全能”检测价格不菲

只需抽取几毫升血液，或者用一
根棉签刮取口腔黏膜细胞，就可以检
测到孩子的天赋潜质，从而帮助父母
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出未来的“比尔盖
茨”？这就是当下“天赋基因检测”宣
传的“神奇”之处。

8月 22日，记者来到郑州市二七
区的一家健康信息咨询公司。恰逢郑
州市民申女士来该公司领取孩子的检
测报告单。记者看到，这份“儿童天赋
基因检测报告单”厚达 14页，检测项
目包含艺术特长、智商、情商、体育特
长、五大性格倾向等类别，并附有健康
饮食、未来职业方向建议等内容。如
此“全能”的基因检测，也开出了不菲的
价格。记者了解到，申女士选择的“全

套”天赋基因检测，花费5700元，每个
单项的检测价格最低也要1500元。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3家提供基因
检测的公司，发现这些公司的检测项目
几乎无所不能。除了常见的亲子鉴定、
癌症易感基因检测之外，测天赋、测性
格、测婚恋都是备受欢迎的检测项目。

优秀基因潜能≠能够顺利释放

自从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绘制成

功并向全世界公布之后，具有遗传效
应的 DNA分子片段让人们认识到基
因对于“生命解码”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加上广大家长
望子成龙的心理，才使基因检测被一
些商业机构包装得无所不能，高科技
反倒增添了几分‘算命味’。”省人民医
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廖世秀说。

据 科 学 研 究 显 示 ，有 30 亿 个
DNA碱基对主要分布于人类 23对染
色体上，而不同基因的功能各异、相

互影响，人类成长生活环境又加剧了
这一复杂性。“因此，所谓天赋基因的
检测，是不靠谱的。”廖世秀认为，天
赋的确存在，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实
哪些基因与天赋有关，只能说孩子身
上可以具备父母优秀基因的潜能，但
这并不等于这些“潜能”能够顺利表
达出来。

相关领域监管存在“空白”

由于行业缺乏统一规范，国家食
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于2014年2月
叫停高通量基因测序的临床应用。
2015 年初，国家卫计委审批通过了
109家医疗机构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
产前筛查与诊断临床试点，我省纳入
试点的有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
院、郑大三附院3家医疗机构。

既然如此，为何还有开展基因检
测业务的公司？业内多位专家表示，
这是一些公司在打“擦边球”，“天赋
基因检测”项目的检测标准并无权威
文件的指示说明，监管存在空白。廖
世秀说，基因检测涉及生物学、遗传
学、伦理学等多个层面，目前这一领域
的专业人才和机构还比较少，消费者
应保持一颗理性的心，切勿盲目追
捧。②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 月 22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为维
护行政执法权威和法律的尊严，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即日起，对
逾期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的，郑州警方将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郑州交警部门表示，一些机动车
存在很多交通违法行为，而且长时间
不去处理，不缴纳交通违法罚款，严
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警方
将通过开展对逾期不履行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工作，对客货运等重点监
管车辆、长期不接受处理的当事人、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进行依法
管理，以维护执法权威和法律尊严。

据悉，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主要交通违法行为情况是：交警部门
重点监管的客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
为逾期不接受处理；被电子技术监控
设备记录50次以上的机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车辆有违法行为超过三年长
期不接受处理，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机动车驾驶人、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③5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刁良梓 通
讯员 罗新宇 岳小玲）一则“一孩子
溺水没有了心跳和呼吸，南阳理工大
学生让他醒了过来”的微信，这几天
在朋友圈疯传，引发“点赞雨”。

这名溺水的孩子是濮阳市南乐县
谷金楼乡的13岁小学生田小涵，大学
生是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
院2015级中医学专业的罗磊攀。

事情还得回溯到 8月 7日下午，
暑期回到南乐家中的罗磊攀在路过村
子里的一条河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
呼喊声，他立即赶到河边，看到三个小
学生正在焦急呼救，还有一个孩子漂
浮在河里。这条河当时正在放水，水

流湍急。罗磊攀迅速跳入河中，将溺
水的孩子拖回岸边。当时孩子脸色苍
白，嘴唇发紫，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
吸。他立即调整好孩子的身体，迅速
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十
多分钟过去了，孩子终于缓缓地醒过
来了。随后，120急救车把孩子送往
医院。经过治疗，孩子已恢复健康。

8月21日，罗磊攀的辅导员白红
霞告诉记者：“罗磊攀在班里成绩很
好，还是中共预备党员，他老实诚实，
平时就很热心，乐于助人。”

网友小新留言道：“这种舍己为
人，无私奉献，奋不顾身，有勇有谋的
90后，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22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从9月1日起，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可办理跨制度、跨统筹地区
转移，从转出到转入需45个工作日。

据介绍，截至6月底，全省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339.1万人，同
比增加4.3万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参保人员流动就业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新形势下，参保人员医
保转移接续不仅存在跨地区，还存在
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等跨制度接续。
为方便参保人员流动就业，按照人社
部统一部署，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在流动就业时可跨制度、跨统筹
地区转移接续医疗保险关系。新规从
9月1日起执行，这是人社部门对办理
流程首次进行明确。

对于参保人来说，只需要先到转
出地中止参保，再及时参加转入地医
保，随后在转出地办理转移申请。其
他的手续需要转入地和转出地进行信
息对接和转移。进城落户农民和流动
就业人员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城乡）居
民等基本医疗保险的信息应连续计入
新参保地业务档案，保证参保记录的
完整性和连续性。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以前在
汽车挡风玻璃上要张贴交强险、年
检、环保三个标志，今后车窗上的
标志将从三个变成两个。8 月 22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我省将
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今
后，机动车年审时不再核发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不再
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并不
意味着取消车辆尾气的检测，而是把
环保标志并入到机动车年审合格标
志里了，如果车辆环保不合格，也就

无法拿到车辆年审合格标志。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需要将排放检
验合格报告拍照后，通过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监管系统上传公安交管部
门，对未经定期排放检验合格的机动
车，公安交管部门将不予出具安全技
术检验合格证明。

警方表示，符合条件的私家车辆
在前六年是免检的，第七年开始需要
检测排放，如果在检测尾气中发现超
标等问题不仅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
志，还必须进行整改。此外，纯电动
汽车免于尾气排放检验。③6

我省机动车环保标志不再核发

郑州：

交通罚单逾期不结 法院强制执行

南阳理工学生勇救落水小孩

“十二五”时期河南人口发展报告出炉

出省人口比重下降

根据人口普查和 2015 年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推算，2000年全省外出人
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8.4%，2010年
这一比重增加到 18.5%，2015年进一
步提高到20%以上。

那么，外出人口主要去了哪儿？
数据显示，2015年我省全部外出人口
中，外出地在省内的占46.3%，在省外
的占 53.7%，向省外流动人口比重连
续第二年出现下降。

有关专家认为，我省流动人口总
量虽有增加，但增速明显放缓，将逐渐
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人口省内流动快
于向省外流动，这可能使全省常住人

口今后几年都将保持增长的态势。
从跨省外出人口的流向上看，外

出省外人口主要是流向经济发达的沿
海地区，以广东为最多，其次是北京、
浙江和江苏，流向这四个省份的外出
人口占整个出省人口的56%。而省内
流动人口则以在本县（市、区）内流动
为主。数据显示，在省内流动人口中，
跨市流动人口占 30%，市内跨县（市、
区）流动人口占 12.7%，其余 57.3%都
是在本县（市、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间流动。这说明在离户籍地较近的地
区工作，已成为我省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就业的一种主要方式。

“十二五”期间，全省只有省会郑
州是净流入地区，外省流入河南人口
的37%和省内流动人口的60%均流入
到郑州。安阳、濮阳、南阳、商丘、信
阳、周口和驻马店是我省流动人口的
主要来源地，其外出人口总量占全省
外出人口的 69%，占全省外出到省外
人口的85%。开封、洛阳、许昌的外出
人口比重也较大，但主要是以省内流
动为主。

人口流动的趋势变化也体现在各
省辖市的常住人口变化之中。报告显

示，“十二五”时期，郑州常住人口增长
最多，增加 91万人，信阳常住人口增
加30万人，洛阳增加19万人。

有关专家认为，常住人口的变动
情况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对流
动人口的吸纳能力。但值得注意的
是，原本外出人口较多的省辖市近几
年流出人口增速也明显放缓，外出人
口总量逐渐趋于稳定，这体现出各地
经济的活跃和产业集聚区的蓬勃发
展，为劳动力就地就近实现就业创造
了机遇。②7

□本报记者 樊霞

省内流动快于向省外流动

郑州为省内唯一净流入地区

流动人员医保下月可跨地区转移

花几千块，查几滴血，便知孩子将来擅长啥

“天赋基因检测”靠谱吗？

新华社发

8月22日，西峡县丁河镇黄草坪村的早熟猕猴桃开始采摘了。该村过去
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通过发展猕猴桃产业，村里摘掉了穷帽子，村民们走上
了致富路。⑨1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固始县检察院“三贴工作法”护航企业发展效果好
2014 年以来，固始县院“服务产

业集聚区建设——检察护航360”，坚
持诉求导向，创新工作方法，实行贴近
企业、贴心企业、贴身企业“三贴工作
法”，做到进企业门、听企业言、知企业
情、解企业难、连企业心，帮助企业解
决合理诉求，取得较好效果，受到企业
一致好评。

“贴近企业”——主动走进企业

建立企业信息库。深入产业集聚
区进行走访，摸清了县产业集聚区86
家入驻企业的情况。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43家，已运营企业33家，全部从
业人员15500人。在服企办和工作站
分别建立企业信息库，将规上企业信
息全部录入电脑，按重点企业、支柱企
业和新建企业进行分类，时刻掌握企

业的生产动态数据。
建立检企联系制度。实行“党组

成员＋科室”联系企业办法，班子成员
作为联系领导，与10个部门的负责人
组成联络组，检、企互派联络员，工作
站联系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各派一名
联络员。完善落实每季度召开一次服
务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讲评会、党组
成员每月联系企业一次、分包干警每
周联系企业一次的“三个一”工作制
度。

拓展途径联系企业。开通“检察
护航360”服务热线电话，创建“检察护
航 360”门户网站，建立“检察护航
360”QQ、微信等。制作并发放“企业
有诉求，请找检察 360”服务牌匾 68
个，在县城繁华地段设立宣传栏和广
告牌12块，制作并发放“检企联系卡”

100余张，定期在县电视台举办“检察
护航 360大家谈”节目，提高“检察护
航360”品牌的知名度。

“贴心企业”——站位企业维权

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对企业参加
招投标开通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服
务，做到随到随查，缩短了查询时间，
提高办事效率。及时为企业提供刑
事、民事、行政、经济、劳动、知识产权
等法律咨询服务。对涉企案件进行单
独管理，实行专人专办，优先办理，限
期办结。共参与产业集聚区工程建设
领域的专项督察活动 8次，招投标领
域监督 37次，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3
件。

成立企业维权中心。针对企业经
营中遇到的合同纠纷、劳资关系、知识

产权等各类法律问题，与县法院、公
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成立产业集
聚区企业维权中心，维权中心设在工
作站，从民行、侦监、公诉、预防等部门
抽调 4名业务骨干为维权队员，切实
保障企业及企业员工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如周某利用其销售经理的职务便
利侵占公司销售款，该院及时核实有
关证据，依法从快提起公诉。

帮助企业防控风险。定期到产业
集聚区、大型企业举办企业经营法律
风险防控专题讲座。针对企业在生产
经营、安全管理、签订履行合同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运用真实的案例，
就企业管理、企业经营风险及风险防
控等进行讲解，并印刷成册发放给企
业。通过举办讲座、发放手册等方式，
帮助企业堵塞法律风险点31个，帮助

企业完善制度87项。

“贴身企业”——解决企业困难

建立健全诉求台账。建立了三个
台账：企业基本情况台账。通过走访
和查阅资料，摸清产业集聚区入驻企
业的情况，将规模以上企业和县委重
点扶持的企业实行一企一档。企业诉
求台账。通过走访和座谈，征集的企
业诉求。诉求解决推进台账。把企业
的诉求，分为近期可以解决的、需要一
定时间可以解决的和解决难度大的三
类，分类列出时间进度表，定期督促相
关责任人抓落实、报进度，跟踪问效。

帮助企业解决诉求。截至目前，
共收集企业诉求78条，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43件。如检察长多次协调、
督促县电力公司等部门帮助开开援生
制药公司解决新增供电设施问题。对
用工难、用地难、融资难、销售难共性
问题，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专题报告，
向县委政府反映，帮助企业呼吁，依托
政府协调解决。

帮助企业化解矛盾。充分发挥服
务产业集聚区工作站的作用，协助产
业集聚区化解征地拆迁矛盾 6起；依
法提请民事抗诉并改判1件。针对产
业集聚区乱搭乱建、非法阻工等行为，
形成《关于治理整顿发展环境的调查
报告》，受到固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决定今年开展为期一年的“打恶治
乱正风”专项行动。 (骆健 刘文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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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省辖市常住人口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人

省辖市 2015年2010年

郑州市 866 957

开封市 468 454

洛阳市 655 674

平顶山市 491 496

安阳市 517 512

鹤壁市 157 161

新乡市 571 572

焦作市 354 353

濮阳市 360 361

省辖市 2015年2010年

许昌市 431 434

漯河市 255 263

三门峡市 223 225

南阳市 1027 1002

商丘市 735 727

信阳市 610 640

周口市 894 881

驻马店市 723 696

济源市 68 73

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