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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高血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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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以食博会
为平台，漯河市开放发展结硕果。5月
17日，记者从第十五届中国（漯河）食
品博览会组委会获悉，本次食博会漯河
市共达成投资项目63个，计划投资总
额359亿元，其中现场签约项目54个，
总投资255.2亿元。此外，各采购团累
计签订贸易合同金额达175.39亿元。

近年来，漯河市抢抓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城市群、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战略规

划深入实施的机遇，持续扩大开放，营
造良好环境，吸引了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客商在这里投资兴业，15家世界
500 强、56 家行业百强企业入驻漯
河。本次食博会共有 7000多名国内
外投资商、采购商、参展商参会，其中
投资商800多名。在项目投资签约的
同时，各采购团累计签订贸易合同金
额175.39亿元，其中现场签约的10个
大型采购项目贸易合同金额就达 39
亿元。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娉）5月 17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自 8月 1日
起，全省三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将实
行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乘汽车得凭
证件买票。

据悉，全省三级及以上汽车客运
站，主要是指平均日旅客发送量1000
人次以上的汽车站。在实行实名制管
理的汽车客运站，旅客应当提供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进行购票，并由售票人
在客票上记载旅客的身份信息。携带
免票儿童的，应当凭免票儿童的有效
身份证件同时免费申领实名制客票。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实名购票的，购
票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的旅客有效身
份证件信息，并在取票时提供旅客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旅客遗失客票
的，经核实其身份信息后，售票人应当

免费为其补办客票。
旅客有效身份证件为：居民身份

证、户口本、居住证、临时身份证、临时
身份证明、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法律
法规规定证明公民身份的有关证件。

同时，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客运班线
及客运站，应当要求旅客出示有效客票
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配合查验工
作。旅客乘车前，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对
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与旅客及其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以下简称“票、人、证”）
是否一致进行核对并记录。对拒不提
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者票、人、
证不一致的，不得允许其乘车。

自8月1日起，省交通运输厅和省
公安厅将就实名制管理工作开展联合
督导检查。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5月 17
日，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我省
430万亩种子小麦长势良好，有望
生产小麦种子18亿公斤，可以满足
我省和周边省份秋播需要。

据省农业厅种子站站长马运粮
介绍，目前种子小麦和其他小麦一样
正处于灌浆高峰期，长势良好，病虫
害低发，倒伏情况也少，有望丰收。

据介绍，我省小麦种子田常年
维持在 400万亩以上，每年可以生
产小麦种子18亿公斤左右，经过精
选后也不低于16亿公斤，我省每年
需要小麦种子 10亿至 12亿公斤，
剩余小麦种子销往周边省份。为就
近繁育、方便运输，我省种子麦田在
各省辖市都有分布，但相对集中在豫
北，仅新乡、焦作就有 180 万亩左
右。我省小麦种子品牌丰富，主导品
种包括“郑麦”“周麦”“百农”“西农”等
众多知名小麦品牌。据统计，在我省
种植面积超过500万亩的小麦品种
有6个，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低于
500万亩的小麦品种有11个。

专家建议，为了保证种子小麦
的饱满度，提高千粒重，在灌浆期往
往需要增施肥料；如果遇到连续三
天以上的干热风天气，则需要适时
浇水。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尹沅沅

5 月 17日是第 13个“世界高血压
日”，今年的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
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王浩介
绍：“知晓血压不只是知晓血压水平，还
包括知晓如何正确测量血压、知晓血压
达标水平、知晓如何科学管理血压，这
样才能真正提升对高血压的知晓率和
控制率。”

据统计，我省17岁至 74岁居民的
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26.63%。根据《中
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调查结果，我国
居民高血压的知晓率为26.1%，治疗率
为22.8%。“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三的患
者并不清楚自己患有高血压。”王浩说。

定期测量是知晓血压的前提。对
此，专家分类给出建议：年龄大于18岁
以上的成年“正常血压”的人群，建议
每两年测一次血压；35岁以上的成年
人，建议每一年测量一次血压；对于肥

胖、长期过量饮酒、有高血压家族史等
易患高血压的人群，建议每6个月测量
一次血压；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应
在家人的帮助下养成在家中自测血压
的习惯。

王浩进一步解释说，对于首次测量
血压数值为小于 120/80mmHg 的人
群，认为是“正常血压”；对于首次测量
血压数值为120~139/80~89mmHg的
人群，则认为是“正常高值血压”，建议
每隔几个月定期复查；对于首次测量血
压大于或等于180/110mmHg，就认为
很可能是“高血压”，建议立即降压治
疗，到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评估，做好
密切监测。

专家表示，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
需要长期、持续的治疗。防治高血压除
了坚持定期监测血压外，应改善饮食结
构，低盐限油，少吃高热、高蛋白类食
物，加强体育锻炼，不要有酗酒和熬夜
等不良生活习惯。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邢永田 冯金灿）记者 5月 17日从
河南省人民医院获悉，日前由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派出的 28人专家团队，分
批对我省正在建设中的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华中分中心进行考察指导。

届时，将会有更多新技术、新方
法、新材料引进河南，为河南的心血
管疾病诊疗和中原百姓健康助力。
据了解，我省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省份，发病率一直呈逐年上升态势，
其中冠心病死亡人数居全国第二
位。根据部署，该中心投入运营后，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将选派多名
学科带头人来此坐诊、手术，每人每
年将不少于3个月，其中技术骨干
将不少于6个月。

今年年初，国家卫计委心血管
疾病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被引入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填
补了河南没有心血管疾病重点医
学实验室的空白。③6

食博会达成投资项目63个
计划投资总额359亿元

我省8月1日起
买汽车票将实名制

手机变“钱包”安全有妙招
公共Wi-Fi少去蹭 不明链接别打开

防治高血压 从定期监测做起

我省建设心血管病中心
届时北京专家定期坐诊

我省430万亩
种子小麦长势良好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李宗宽) 5
月 17日晚，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河南
洛阳（宜阳）赛区开幕式在宜阳县举
行。作为第十三届全运会除天津主会
场外的唯一分会场，宜阳县此次承办
皮划艇（激流回旋）和射击（飞碟）两个
项目的比赛。

根据赛程安排，5 月 18 日至 22
日，来自全国13个参赛队伍的200余
名运动员将在男子单人皮艇、男子单
人划艇、男子双人划艇、女子单人皮
艇、女子单人划艇等五个项目中激烈
角逐，为观众带来力与美、速度与激情

的视觉盛宴。
洛河流经宜阳县域65公里，凭借

良好生态环境，宜阳建成皮划艇激流
回旋训练基地。其中，国际标准激流
回旋赛道长 410 米、宽 20 米、落差 4
米，引水流量每秒 25立方米；作为我
国北方地区唯一的皮划艇激流回旋赛
场，该基地自建成投用以来，已先后承
办了 2015年全国皮划艇激流回旋春
季冠军赛、2016年全国皮划艇激流回
旋锦标赛等国家级赛事。通过承办国
家级大型赛事，宜阳的水上运动叫响
全国。③5

第十三届全运会洛阳赛区开幕
洛阳作为唯一分会场 承办皮划艇和射击两项比赛

图/王伟宾

▲5月16日，清晨，俯瞰宜阳县高村乡即将
成熟的小麦，线条色块美如画卷，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⑨6 田义伟 摄

◀5月17日，商水县农场第14分场的农民
在田间查看麦粒饱满程度。眼下，该县120万
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农民加强麦田管
理，确保丰收。⑨6 刘飞 魏红 摄

5月17日，三门峡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在卢氏县五里川乡帮扶户家
中访问，现场帮助食用菌种植户解决生产用电中遇到的问题。⑨6 张斌 莫然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法院解决执
行难再添“利器”。5月17日，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执行信息化
建设现场观摩暨“夏季雷霆”专项活动
动员会，宣布郑州市中院不动产查控系
统正式开通上线，这在全省尚属首家。
这意味着，今后，“老赖”的土地、房产信
息只要是在郑州地区进行登记的，法官
随时可以上网查询和控制。

该系统上线以前，执行法官是怎么
查控被执行人不动产的？记者从郑州
市中院执行局了解到，以前执行法官需
要携带案件的相关法律手续，到房管、
土地部门的查询窗口排队办理。这些
窗口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比如郑州市
房管局，每天可以协助法官办理约100

件查询和查封手续，而按照现在法院的
案件数量，法官每天需要去房管部门办
理查控的案件有四五百件，这还不包括
外地法院需要来郑州办理的案子。按
照以往的方式，浪费时间不说，还会因
为查控不及时，财产被“老赖”转移。

“不动产查控系统一上线，我们如
虎添翼。不仅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而且网上操作全程留痕，执行工作更
加规范化，有效遏制了不执行、乱执行
和选择性执行等行为。”郑州市中院执
行局副局长高志强对记者说。目前，
由于郑州市高新区法院的执行信息化
建设比较完善，郑州市中院将不动产
查控系统放在高新区法院试点运行，
下一步将推广至全市。③6

郑州市中院启动全省首个不动产查控系统

“老赖”有几套房尽在掌握

□本报记者 陈辉

5月 17日是世界电信日，数据作
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正在对政府治
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方式产生重要
影响，并成为我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的重要抓手。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劳务这张牌
怎么打？河南移动公司先后完成濮阳、
信阳、周口等多地的《外出务工群体大
数据分析报告》，从群体规模、务工地分
布、来源地分布等方面全方位分析，帮
助当地政府有针对性地开展返乡就业
工程。旅游大数据也是运用比较成功
的一个模式。河南联通和旅游部门联
合编制了一份河南旅游大数据报告，通
过数据很容易看到，外省游客来河南最
喜欢的城市是洛阳、郑州。此外，还可
以通过对天气、网上关注度、游客消费
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有
效的旅游指数。安阳方快锅炉公司建
设了国内首个锅炉远程监控系统，可实
时监测锅炉运行情况，并对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这样的数据服务，实现从制造
商向服务商的转变。

大数据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正
催生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②9

大数据催生新动力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刚刚出炉的《2016 河南省互联
网发展报告》显示，河南近8000万网
民中，手机网民达到7750万人，占了
97.4%。无论乘车、购物还是吃饭，
通过手机移动支付便可轻松搞定。
这在带来快捷的同时也带来风险隐
患，一些不法分子的骗术花样百出，
令人防不胜防。

在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的时代，
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5
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当日，郑州警
方向市民发放预防诈骗手册，支招市
民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警方综合侦破的各类电信诈骗
案件发现，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多个
易被诈骗方式分别是：不设手机屏保
密码；跳过软件直接通过手机浏览器
购物；应用程序退出不彻底，应用仍
在后台运行，从后台管理处还能看
见 ；不 加 辨 别 蹭 免 费 网 络 ，公 共
Wi-Fi常被不法分子移植木马及钓
鱼网站，个人信息易被盗取；蓝牙保
持开启状态，智能手机可以通过蓝牙
传播病毒，不法分子通过特殊软件可
以查看用户的电话本、信息、文件，修
改用户的密码；淘汰手机时不彻底删
除个人信息；见二维码就扫，一些二
维码可能会隐藏病毒、木马；下载山
寨软件，随意点击短信链接。

如何捂紧“手机钱袋子”？警方
梳理了一份“安全指南”：养成良好
的手机使用习惯，设置手机开机和

屏保密码，但尽量避免使用生日、
手机号做密码；尽量避免把手机、
银行卡、身份证放在一起；警惕钓
鱼网站和钓鱼软件，尽量在网购软
件中购物，浏览器网购支付时认准
前缀为“https”的加密网站；取消自
动登录，登录支付软件时，取消“记
住用户名”“十天内自动登录”等设
置，尽量避免“一码走天下”，登录
密码和支付密码最好不要一致；善
用智能防护，安装密码安全控件，
对密码进行二次加密；设置安全保
护问题，申请安全证书，使用 U 盾、
手机动态口令等安全必备产品；将
支付工具实名认证，绑定身份证，
防止手机丢失后被恶意找回密码；

关闭小额免密支付功能，设定消费
限额。

“防范电信诈骗，请记住‘四个牢
记’：是你的钱，谁要也别给；不是你
的钱，也别想着拿；验证码和密码一
样重要，谁也不能给；不明链接别好
奇，打死也别点。”省反虚假信息诈骗
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群众在遭遇虚
假信息诈骗时一定要先拨打 110报
警，为公安机关的紧急处置争取时
间，向警方提供诈骗分子的账号、户
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目前，公安机
关与银行部门已建成涉案资金查控
系统，可以迅速对涉嫌诈骗的银行账
号实施止付冻结，尽可能为群众挽回
损失。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