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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6 月 13
日上午九时许，开封市城市综合执
法局揭牌。

今年5月，开封市委、市政府下
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
革 改 进 城 市 管 理 工 作 的实施意
见》，要求坚持精简统一、机制创
新，重心下移、属地为主的原则，明
确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责边界，
整合行政执法职能，制定权力清
单，落实执法责任，构建权责明晰、
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
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促进城市
运行高效有序。

此次成立的开封市城市综合执
法局，是在“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基
础上，加挂“开封市城市综合执法
局”牌子，整合规划、住建、环保、食
药监、工商、水务、公安 7个部门的
执法力量。按照工作进程，6月中旬
实现住建领域全部行政处罚权整
合，6月底实现环保、工商、交通、水
务、食药监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的集中行使。具体范围为：住房城
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

部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管理方面
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建筑施工噪音
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
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
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
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行政处罚权；
工商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
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
权；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违
规停放车辆等行政处罚权；水务管
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
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
物拆除等的行政处罚权；食品药品
监管方面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
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收
贩卖药品等的行政处罚权。

“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就是
要按照‘废、改、立’原则，废除过时
制度规定，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特别是要探索建立城市综合执
法联席会议制度；要构建完善培训
体系，文明执法，塑造执法部门新形
象，为改善城市环境作出新贡献。”
市政府负责人说。②40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田素莉

6月12日，骄阳似火。
临近正午，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黑龙潭镇楚庄村村民李立欣从外
面干活回来，正碰上“片长”楚新民带
着几个人往屋里抬沙发。“这对沙发是
村里给你的。现在你母亲的身体咋样
了？”楚新民抹把汗问道。

楚庄村是该镇河涯李村下辖的一
个自然村，楚新民是河涯李村的 5个

“片长”之一。今年年初，河涯李村两

委班子创新工作平台，把全村划分成
南街、北街、中心街、楚庄村、江流寺村
5个片区，聘请村里的“五老”人员（老
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劳模、老退伍
军人）担任“片长”，分管各个片区里的
大事小情。

“没有村里的帮扶，我也住不上现
在的新房子。”李立欣一边伺候老母亲
吃药，一边告诉记者。去年，李立欣还
住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里，一下雨
就严重漏水。在一次串门走访中，楚新
民发现他家生活很贫困，还有老母亲卧
病在床，急需帮扶，就把这个情况汇报

给了村委会主任李纪红。
李纪红随后在村两委班子上提

议，帮助李立欣家盖新房。在村干部
和老党员的捐助下，村集体凑了几万
元钱，把李立欣原来的危房拆掉，盖起
了三间平房。李立欣搬进新房后，今
年春节，村里又救助他5000元钱，还
给他母亲送去了600元的慰问金。

“‘五老’人员有能力、有威望，让
他们作为片长参与村庄治理，能够及
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各个村组，并能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李纪红告诉
记者，最近村两委在片长的建议下成
立了教育基金，对村里的大学生进行
资助，目前已有两名贫困大学生收到
资助金共1.4万元。③6

八部门执法合一 整合三百余项行政处罚权

开封成立城市综合执法局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6月13日，承
担“八部门执法合一”的开封市城市综合
执法局挂牌后，记者采访了该局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未来该局将用“四个
突出”确保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落到实处。

突出框定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内
容重点。将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
绿化、城市规划、建设、房产、工商、公安
交通、环保、食药监、水务等部门或行业
的331项行政处罚权，7项行政强制权，
统一整合到市城市管理和城市综合执
法局，相对应的执法力量一并划转，大
幅减少执法队伍种类。

突出执法机构整合重点。整合与
城市管理相关的部门的管理和执法职
能，将“开封市城管监察支队”“开封市
城乡规划监察支队”“开封市住房和建
设监察队”的所有编制和人员以及环
保、工商、水务、交通、食药监部分执法

编制和人员进行整合，成立“开封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为加强对全市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规划的实施和
监督管理，成立了停车场管理办公室。

突出重心下移、属地管理重点。将
区级能承担的违法建设、市容环卫、市
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的294项行政
处罚权，相应的7项行政强制权一次性
下放各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各区成立街道办事处（乡镇）执法中队，
具体落实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各
项工作任务，力求解决多头执法、多层
次执法、重复执法和推诿扯皮等问题。

突出城市综合执法保障重点。建
立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与公检法
部门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
制度，接入开封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处罚与刑
事处罚无缝对接。②40

开封城市管理将有哪些变化

“五老”片长为群众解忧

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晶
晶）6 月 13 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获
悉，7月 1日零时起郑州铁路局管内各
大火车站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将增开
旅客列车 7对，高峰线高铁列车 2对，
变更运行区段、调整始发终到站列车
14.5对。

据悉，目前郑州到兰州共有 23趟
列车，只有两趟郑州始发车，最长耗时
17 个 多 小 时 ，最 短 耗 时 12 小 时 55
分。在新列车运行图中，将首开郑州
往返兰州高铁列车 22趟，郑州车站至
兰州西站最快4小时 42分可达。

宝兰高铁是我国“四纵四横”高铁
网络中的重要一横——徐州至兰州高
速铁路的一部分，预计 7 月份正式通
车。宝兰高铁开通运营后，徐兰高铁将
实现全线贯通，届时华东与西北首次通

过高铁相连，兰新高铁也可以沿着兰州
至西安、郑州进入全国“四纵四横”高铁
网格。

地处京广、郑徐、郑西高铁路网和
京广、陇海普铁路网中心的郑州铁路
局，以徐兰高铁“宝鸡至兰州区段”通
车为契机，优化调整运能，采取“高铁
列车+普速列车+城际列车”服务互补
等方式，提升旅客出行换乘体验。部
分高铁线路途经省会城市和热点旅游
城市，达到了高铁经济圈城市发展和
旅客暑期休闲度假“双促进”。

据悉，此次调图，新增直通旅客列
车 6.5对、管内旅客列车0.5对；新图直
通旅客列车变更运行区段、调整始发
终到站列车 14.5 对。此外，为满足高
峰期旅客出行需求，新列车运行图新
增高峰线高铁列车2对。③5

郑州铁路局7月1日
启用新运行图
首开郑州至兰州高铁，最快4小时42分

走走基层基层 转转作风作风 改改文风文风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
6月21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经三路15号
广汇国贸10楼公开拍卖河南省郑州机场大
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郑州机场娃
哈哈桶装水有限公司35.29%国有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他事
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于
2017年5月13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国

有产权转让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7]33
号），或登录其网站（http://www.zycqjy.
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177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4日

拍 卖 公 告
豫拍[2017]第043期（总1381期）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新经济 责任编辑 王冠星

省通信管理局发布《2016年河南省网络安全年度报告》

网络安全形势四大热点出炉
6 月 13 日，省通信管理局发布

《2016 年河南省网络安全年度报

告》。《报告》显示，我省互联网用户受

到的网络安全威胁呈增长态势，垃圾

邮件、账号密码被盗、电脑/手机病毒

等事件依然高发，成为网民遇到的突

出问题。

《报告》认为，2016年网络安全形

势呈现出四大热点：勒索软件大行其

道；开源软件漏洞频现，危害商业应用

安全；物联网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受

到关注；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引发担

忧。在各项网络安全监测指标上，除

了省内被篡改网站数量较2015年有

所减少外，僵尸木马控制服务器数量、

被控主机数量、感染飞客蠕虫的主机

数量、被植入后门的网站数量较2015

年均有增加。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

平台(CNVD)2016 年共收录各类漏

洞 10822 个 ，较 2015 年 增 长 了

34%，凸显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的迫切

需要。

据了解，《河南省网络安全年度报

告》由省通信管理局、河南互联网应急

中心联合编写。《报告》基于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和河南互联网应急中心各

网络安全系统平台的实际监测数据，

结合各基础运营企业、IDC企业的监

测数据和案例资料，全面总结了2016

年全省网络安全发展态势。

全省互联网及网络安全发展形势

截至 2016年 12月底，河南省网民规模达
7960万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605万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82.8%，较 2015年提升了 4.9个
百分点，网民占河南省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

截至 2016年 12月底，河南省手机网民规
模达7750万人，较2015年增加873万人。网民
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手机上网比
例不断增长。截至2016年12月底，河南省网民
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7.4%，较2015年增
长了3.9个百分点。使用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视上
网的网民使用率均较2015年有所增长，分别增
长了1.3和 7个百分点。使用台式电脑、平板电
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42.1%和 29.7%，分别较
2015年下降21.1和7.9个百分点左右。

2016年全年，省内各运营公司的基础网络
运行平稳，没有发生骨干网层面上的较大规模
以上网络安全事件。总结全年的网络安全监测
情况，省内互联网用户受到的网络安全威胁呈
增长态势，木马和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和被控
主机，受蠕虫病毒感染的主机，被植入后门的网
站数量较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省内各基础电信运营公司，通过建立健全
技术支撑手段，包括 IDC/ISP信息安全技术管
理系统、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平台、移动互联网
恶意程序监测平台等，不断提升省内基础网络
的安全防护水平。且通过防范打击通信信息诈
骗、行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垃圾短信综合治理
等工作的开展，不断净化省内互联网环境。

接近半数的网民对网络安全环境持信任态
度。截至2016年12月底，53.0%的河南省网民
认为互联网环境不安全，较 2015年降低了 11
个百分点。认为网络安全的网民占比达到
47%，较2015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

2016年，网民上网过程中，遭遇的垃圾邮
件、账号密码被盗、电脑/手机病毒等事件依然高
发。其中，60%的网民遭遇过大量的垃圾邮件，
58%的网民遭遇过账号密码被盗等安全问题。

2016年网络安全热点问题

勒索软件大行其道。

2016 年，传统 PC 端和 android 平台上的
勒索软件都有了爆发式的增长，新的变种不
断出现。尤其在 android平台上的勒索软件，
对普通互联网用户更有着直接的影响。PC
端的勒索软件主要通过网页挂马和邮件附件
传播，而移动端勒索软件一般伪装成大众较
关注的 app 种类，通过将手机触摸屏幕部分
或虚拟按键的触摸反馈设置为无效，使智能
手机无法通过触摸点击进入其他界面；或频
繁强制置顶某一指定页面，造成手机无法正
常切换应用程序；或更改手机解锁密码，使手
机用户无法解锁手机。手机勒索软件的危害
除了勒索用户钱财，还会破坏用户数据和手
机系统。

受到勒索软件危害的用户经常基于尽快解
决问题的考虑而支付了赎金，受到金钱的损失，
更有甚者在支付赎金之后仍然没有能够顺利解
锁。2016年勒索软件活动的大量增长对互联
网用户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

开源软件漏洞频现，危害商业应用安全。
随着开源代码在商业和家用应用上越来

越流行，基于它的漏洞的攻击也日益增多。
开源软件，尤其是 tomcat、struts等开源web
组件，由于其作为服务端组件的功能，其漏洞
更多的暴露于恶意攻击者的关注之下。当前
的商业应用之中大量使用开源软件模块，很
多开源库是事实上的工业标准，而从头开始
写同样的代码太耗费时间，延误投放市场的
时间，损害公司的竞争力。因此，商业软件商
使用开源代码的越来越多，这个趋势在加
速。软件的买家常常无法知道他们购买的软
件中有哪些开源组件。由于跟踪开源代码的
困难，使用者常常不打补丁和更新，所以攻击
者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寻找并攻击一大批目
标。开源软件漏洞已成为商业应用安全的棘
手问题。

物联网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物
联网开始在各个行业大量应用，渗入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便利
和效率提升。但与物联网多样的功能相伴随
的，是安全性的相对缺失。尤其是智能监控
设备，可能会被黑客利用作为海量攻击来

源。目前全球有数百万物联网设备暴露在互
联网中，且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物联网设备存
在弱口令。智能家居设备和车联网预计也会
成为攻击者感兴趣的目标。

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引发担忧。
由于涉及较大经济利益，银行金融系统

的网络安全一直是银行系统的重中之重。
2016 年，针对全球银行系统的网络攻击活动
仍在继续并屡屡得手，凸显了 SWIFT（环球
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信息网络依然脆
弱不堪。据报道，鉴于针对全球银行系统的
威胁不断升级，SWIFT信息网络已向银行发
出了警告。

2016年全省网络安全形势分析

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情况：
木马是以盗取用户个人信息，甚至是远

程控制用户计算机为主要目的的恶意代码。
由于它像间谍一样潜入用户的电脑，与战争
中的“木马”战术十分相似，因而得名木马。
按照功能，木马程序可进一步分为：盗号木
马、网银木马、窃密木马、远程控制木马、流量
劫持木马、下载者木马和其他木马七类。

僵尸程序是用于构建大规模攻击平台的
恶意代码。按照使用的通信协议，僵尸程序
可进一步分为：IRC 僵尸程序、Http 僵尸程
序、P2P僵尸程序和其他僵尸程序四类。

僵尸网络是被黑客集中控制的计算机
群，其核心特点是黑客能够通过一对多的命
令与控制信道操纵感染木马或僵尸程序的主
机执行相同的恶意行为，如可同时对某目标
网站进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发送大量
的垃圾邮件等。

2016年，全省共监测到103万余个主机被
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较 2015年的 99万余个
增长了 4%。全年监测数量在各省区中排名
第 5位，较 2015年上升 2位。

2016 年，全省共监测到木马和僵尸网络
控制服务器 1972 个，相较于 2015 年的 1605
个增长了 22.8%。全年监测数量在各省区中
排名第 6位，较 2015年持平。

飞客蠕虫监测情况：
飞客蠕虫是一种针对 Windows 操作系

统的蠕虫病毒，最早出现在 2008 年 11 月 21
日。飞客蠕虫利用 Windows RPC远程连接
调用服务存在的高危漏洞（MS08-067）入侵
互联网上未进行有效防护的主机，通过局域
网、优盘等方式快速传播，并且会停用感染主
机的一系列 Windows 服务。自 2008 年以
来，飞客蠕虫衍生了多个变种，这些变种感染
了上亿台主机，构建一个庞大的攻击平台，不
仅能够用于大范围的网络欺诈和信息窃取，
而且能够被利用发动大规模拒绝服务攻击。

2016 年，全省共监测到感染飞客蠕虫的
主机 21.1 万个，相较于 2015年的 18.3 万个增
长了 15.3%。全年监测数量在各省区中排名
第 6位，较 2015年持平。

网页篡改监测情况：
网页篡改可以分成显式篡改和隐式篡改

两种。通过显式网页篡改，黑客可炫耀自己
的技术技巧，或达到声明自己主张的目的；隐
式篡改一般是将被攻击网站的网页植入链接
色情、诈骗等非法信息的暗链中，以帮助黑客
牟取非法经济利益。黑客为了篡改网页，一
般需要提前知晓网站的漏洞，提前在网站中
植入后门，并可能获取网站的控制权。

2016 年，全省共监测到被篡改网页的网
站 2437 个，相较于 2015 年的 2916 个减少了
16.4%。全年监测数量在各省区中排名第 3
位，较 2015年持平。

移动互联网用户安全监测情况：
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是指在用户不知情

或未授权的情况下，在移动终端系统中安装、
运行以达到不正当目的，或具有违反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可执行文件、程序模块或
程序片段。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一般都存在
一种或多种恶意行为，2016 年监测到的移动
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按行为属性统计，流氓
行为、资费消耗和恶意扣费为最常见的恶意
行为。

由于市场占有率和技术平台的差别，各
主要移动互联网操作系统中，恶意程序主要
针对 android平台，99%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
序在其上运行。

2016 年，全省共监测到参与传播移动互
联网恶意程序的 IP 地址 2253 个。全年监测
数量在各省区中排名第 11位。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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