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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1月12日，
记者获悉，为加大及时有效打击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力度，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近日联
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拒执罪案件时的
分工细化，进一步明确对执行义务人涉
嫌拒执罪的立案、侦查、审理程序。

《规定》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拒执罪案件，应当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了
及时控制并震慑“老赖”，规定指出，人
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

重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
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可以先行司
法拘留。

《规定》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向公
安机关移送拒执罪案件的期限，以及
公安机关立案和回复的期限：人民法
院发现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的，应当在 5日内将案件线索及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接
到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后，应当在 3
日内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决定立案
的，应当在法定侦查期限内侦查终结；
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不立
案的理由。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月 13日
上午，“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
文物展”在洛阳博物馆开幕，展览首次
集合了国内丝绸之路沿线六省区十多
家博物馆126组近300件珍贵文物，全
面呈现了丝路音乐文化的交融历史和
中国古代音乐的魅力。据了解，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2017年2月22日。

本次展览由河南博物院、甘肃省
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洛阳博
物馆等八家博物馆联合主办，并得到
了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博
物馆、研究机构的支持。展览分“华夏
与西域—丝路之前的音乐文化”“凿空

与涌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
文化”“百川归海—隋唐时期的丝路音
乐盛景”“天乐妙响—丝路沿线所见佛
教音乐”四个部分，展品包括贾湖骨
笛、王孙诰编钟、长子口墓骨排箫、哈
密竖箜篌、北朝石堂拓片等一大批丝
绸之路沿线最重要的音乐文物遗存。

开幕式上，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
说，丝绸之路开辟后，把东西方的经济
联系到了一起，也把音乐文化连在一
起，双方的音乐交融在丝绸之路上留
下了大量的文物，为我们今天的考古
工作不断提供新的研究素材，也让我
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中西方音乐文化
发展的脉络。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13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为促进高层次人才快速成长，鼓励
优秀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我省出台
有关政策，开辟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评聘“绿色通道”。

政策规定，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基层
一线急需紧缺人才等，符合相关规定
的，可不受本单位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比例、最高等级和岗位数额限制，逐级
申报评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其中，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包括：全
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人选；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
计划”）人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
选；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

人、课题第一主持人等。
工作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

才包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
等次的主要完成人；白求恩奖章或南
丁格尔奖获得者；长江韬奋奖获得者；
中原学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要
发掘者；全国十大精品陈列主持人；我
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人
选等。

基层一线急需紧缺人才包括：县属
及以下事业单位引进省辖市及以上单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乡镇
事业单位引进县属及以上单位具有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在乡镇
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0年以
上，评聘农业系列、林业工程、水利工程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等。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这几天
为啥多地“雾蒙蒙”的？11月 13日，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王玲玲分析说，多种因素导致
空气质量下降，造成本轮较大范围
雾霾。

王玲玲说，本轮较大范围雾霾
从 9 日开始形成，12 日我省北部安
阳等地出现中度污染，逐渐蔓延到
中部，往东延伸到商丘等地区，除信
阳、驻马店外，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中度以上污染天气。雾霾成因主要
与出现逆温天气等不利扩散条件有
关，环境容量变小，可容纳污染物的

“混合层”高度急剧压缩。同时，冬
季供暖开始，燃煤产生的污染物增
加。

王玲玲介绍，受弱冷空气影响，
污染传输增加，雾霾消退却较缓
慢。弱冷空气向南推移过程中滞留
我省大部分地区，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14日至 15日雾霾会有所减弱，
但受气象变化影响，还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王玲玲提醒，老人、小孩要做好
健康防护，外出时最好戴口罩，早晚
尽量不要外出活动。希望大家绿色
出行，以减轻空气污染压力。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 月 12
日，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研究决定：12日至 16日，启动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经省冬防办大气污染分析研判，
12日至16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受纬向
环流控制，天气形势稳定，近地面风力
较小，水平扩散条件不利。且这几日
将会有持续的高湿、静风、逆温等现
象出现，此天气条件有利于气态污染
物向颗粒物的转化及颗粒物的吸湿
增长，将会加剧全省的大气污染程
度。有关专家指出，未来几天全省大
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度及重度污染过
程，北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会出现严
重污染。

根据《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有关规定，结合省冬防办分析研判
结果，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研究决定：12日至 16日，鹤
壁、濮阳、郑州、开封、三门峡、洛阳、济

源、许昌、平顶山、漯河、商丘、周口、驻
马店、信阳、南阳等 15个省辖市和巩
义、兰考、汝州、邓州、永城、固始、鹿
邑、新蔡等 8个省直管县（市）要启动
不低于黄色预警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焦作、新乡、安阳等 3个省辖市和
滑县、长垣等 2个省直管县（市）要启
动不低于橙色预警的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各地预警解除时间可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启动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不能影响目前正在实行的
管控措施，只能进一步加强、加严。
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建
议公众应采取健康防护措施，倡导全
民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同时，加强
督查问责，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加强会商研判，为应急响应提供有力
技术保障，实现精准、精确、精细治
污。③6

我省开辟基层一线职称评聘“绿色通道”

我省公检法联合出台规定

重拳打击拒执罪案件“老赖”

“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展”在洛阳开幕

多种因素造成较大范围雾霾

我省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11月10日，游客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油坊头村金融扶贫户王国强的猕猴桃
园里采摘。今年，平顶山银监分局积极引导辖区各金融机构以农户评级授信为
切入口，“联姻”精准扶贫。截至目前，全市金融机构已发放各类扶贫贷款30多
亿元，帮助数以万计的贫困户脱贫致富。⑨6 郭华成 刘晓辉 摄

本报讯（记者 吴烨 通讯员 孙菁
周莹桢）眼睛盯着网上订单，两手却在
为客户包装农副土特产品。11月 13
日，卢氏县双槐树乡双槐树村村民侯会
林在自己的网店里忙得不可开交。他
说，宽带接上以后，通过网络销售农产
品，村民致富的手段也多了起来。

近几年，三门峡移动公司持续加
大卢氏县通信设施建设的力度，为当
地精准扶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介
绍，该公司在卢氏县的贫困村先后建
成了100余个基站，新建了3万多个宽
带端口，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该公司与卢氏县扶贫办合作建设
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信息平台，目
前已发送相关信息10万余条。

据统计，目前卢氏县 352个行政
村已有 280 个村开通电子商务门店
332家，其中涉及农副土特产品交易

的213家。剩下不通网络的72个行政
村也已经与 28家经营主体签订了网
络供销协议。去年，全县农副土特产
品成交额达 2亿余元，电商已经成为
促进农民增收的强力“引擎”。

11月9日，专程来卢氏考察贫困地
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河南移动公司
副总经理余谦告诉记者，三门峡移动公
司认真落实省长陈润儿在卢氏调研时
对脱贫攻坚的要求，已经制订了总投资
超亿元的卢氏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针对
计划2016年脱贫的22个村，加快基站、
光纤宽带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全部
完成；明年将新建基站100余个，实现宽
带覆盖150个行政村；从2017年开始，
全面实施《智慧卢氏·信息化精准扶贫项
目》方案，持续优化当地4G网络，逐批
解决贫困村的通信需求，补齐全县通信
服务和信息化建设的短板。③6

“通信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电商成卢氏农民增收新“引擎”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赵林峰 摄影报道

11月12日，共青团焦作市委在该市青少年宫门前开展了“小手绘美景，家乡更出彩”活动。600
余名青少年在150米的画卷上尽情涂抹挥洒，用五彩的画笔绘出对家乡和美好生活的热爱。⑨6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一位小朋友在聚精会神地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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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尹沅沅
邢永田）11月 13日，由国家心血管病
中心主办，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等承办的《中国心血管
病报告 2015》郑州宣传推广会举行。
会议透露，我国心血管病呈现持续上
升态势，尤其是国民的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普遍暴露，人群高血压、血脂异
常、糖尿病和肥胖的患病率持续增
加。专家呼吁，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遏制心血管病增长态势。

据统计，中国现有心血管疾病（包
括冠心病、脑卒中、心衰、高血压等）患
者约2.9亿人，并呈快速增长趋势。“与
全国高发形势一致，心血管病也是危
害我省群众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据
出席当天会议的省卫计委疾控处处长
张伟平介绍，河南15~74岁居民的高
血压标化患病率高达 26.63%，约为
1900万人。

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心血管病
死亡率居疾病死亡构成的首位，高于
肿瘤及其他疾病，堪称居民健康的“第
一杀手”。其中，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
从 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
平；在我国每5例死亡病例中，就有2
例心血管病。

近年来，40多岁“英年早逝”的现
象时常发生。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
低于人均寿命(约 70岁)死亡，被认为
是“过早死亡”。据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防治咨询部主任陈伟伟介绍，从
1990年至 2010年，在中国过早死亡
原因排名中，脑卒中由第二位上升至
第一位，冠心病由第七位上升至第二
位，而且女性冠心病过早死亡情况更
为严重。

报告显示，高血压、吸烟、血脂异
常、糖尿病、超重/肥胖、体力活动不
足、不合理膳食和大气污染，是影响心
血管健康的主要因素。值得关注的

是，这些因素在青少年群体中也存在。
调查显示，我国少年儿童高血压

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从1991年的
7.1%上升到2009年的13.8%。

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项目
结果显示，在中国20~34岁的现在吸
烟者中，有52.7%的人在20岁以前就
成为每日吸烟者。

在 1985 年~2010 年全国 5 次学
生体质与健康抽样调查中，2010年中
国学生超重、肥胖率分别是1985年的
8.7倍和38.1倍。

与之相应的还有体力活动的不
足。据调查显示，从 1991 年至 2011

年，18~60岁居民体力活动运动量呈
明显下降趋势，青少年学生体力活动
达标率仅为19.9%。

“影响少年儿童患高血压的因素
主要有超重与肥胖、糖脂代谢异常、早
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等；而体力活动
不足者患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
和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均会增加。”河南
省高血压防治中心主任王浩介绍，降
低心血管病风险要“管住嘴、迈开腿”，
改善饮食结构，多吃水果蔬菜，减少脂
肪摄入量，尽量低盐限油，少吃高热、
高蛋白类食物，避免酗酒和熬夜等不
良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

与不良生活方式相关的心血管
疾病，已成为全球公共健康的主要威
胁之一。参加会议的多位专家表示，
关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工作，大众健康
教育和社区人群防治是关键。据了
解，我省自2012年依托河南省人民医
院高血压科成立了“河南省高血压防
治中心”，目前已涵盖郑州、三门峡、南
阳、许昌等 11个市级中心和 53个县
级中心，防治网点达4733个。纳入中
心管理的高血压患者 2万余名，严格
实行 35岁以上首诊病人每年一次血
压筛查制度，高血压患者每年可以享
受到至少 4次面对面定期随访管理，
定期举办高血压防治知识群众教育等
措施，高血压防治网络体系日益完
善。③5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出炉

心血管病成健康“第一杀手”

吸烟 血脂异常 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危险因素影响心血管健康

体力活动不足 不合理膳食 大气污染超重/肥胖

冠心病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这八类心血管病很常见

脑卒中

心血管外科 慢性肾脏病 外周血管病肺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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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例死亡病例中
有2例心血管病现状

青少年群体中存在
多项致病危险因素警惕

大众健康教育和社
区人群防治是关键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