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甘露调研法治媒体

《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通过

全省推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组织开展全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和政法干

警评选表彰活动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河南模式”初步形成

大法官开庭审案 副检察长出庭履职

我省73个行政体制公证机构摘掉“官帽”

省公安厅启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我省家事审判经验全国叫响

“防治校园欺凌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检察机关

在行动

全省政法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赴省政法
系统调研

凝聚法治力量 助推脱贫攻坚和环境保护

我省政法系统承诺38项服务群众实事件件关

乎民生

员额制法官检察官司法改革落地

我省全面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

我省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我省法院连续八年为农民工讨薪

河南实现全国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

公众安全指数创历史新高

十大法治事件十大政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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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你上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一
周前？一个月前？1月2日，蚂蚁金服
旗下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
据显示，2017年我省支付宝用户移动
支付占比 89%。随着移动支付的普
及，河南人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都
发生了改变。

10笔支付9笔用手机
支付宝全民账单显示，2017年我

省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 89%，高
于全国 82%的平均水平，而 2016 年
我省的这个比例是 78.7%，移动支付
占比保持较快增长。比较我省各地

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开封、三
门峡分列第一、第二，驻马店与郑州
并列第三。

移动支付占比飙升的原因之一是
收钱码的普及。一年来，遍布我省大
街小巷的 370万个大小商家，靠一张
二维码贴纸实现了收银环节的数字
化。不管是在餐厅买单、商店购物，还
是抓娃娃机和烤红薯摊，都能用手机
支付。

“刷”手机乘公交地铁
据了解，郑州是中部地区第一个

开通地铁支付宝扫码购票的城市。目
前，郑州的公交、地铁、高速收费已陆
续支持支付宝付款。

河南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在支付宝
上开设了“办事窗口”，越来越多的市
民坐在家中就能缴费、办事。数据显
示，2017年，河南人访问支付宝“城市
服务”的人次比上年增长134%。其中
用手机查询办理最多的三项服务是交
通违法缴罚、机动车违法查询、社保卡
服务。

此外，河南人出境消费也更爱
“刷”手机了：境外手机支付笔数比去
年增长324%。

移动支付撬动社会更大潜能
移动支付带来的不仅仅是出门不

带钱包的便利，它还通过信用体系建
设、鼓励低碳出行等为社会带来了更

多改变。
移动支付能积累信用，再通过信

用让更多人享受到了信贷、保险等金融
服务。如信用免押金，2017年，通过芝
麻信用享受过免押金服务的郑州人比
去年猛增15倍，共免押金5.4亿元。

通过在线缴纳水费、电费、天然气
费和公共交通出行等低碳行为，河南
共有1818万人在支付宝上“种树”，排
名全国第五。他们累计贡献碳减排
10.5 万吨，累计为地球种下 58.4 万棵
真树，种树量排名全国第八。

移动支付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
么改变呢？现在，你可以打开支付
宝 APP，查看自己的 2017 年年度账
单了。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郑良子

连日来，全国多地进入流感高发
期。记者1月2日获悉，根据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与规划所发布的
《河南省流感疫情概况》显示，现阶段
我省流感病毒活动虽处于较高水平，
但与往年相比没有明显差异，流行态
势和流行毒株均与我国北方其他省份
一致。因此专家提醒，公众无须恐慌。

学校应做好防控措施
流感又称为“流行性感冒”，是由

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
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
一般秋冬季为高发期。

据介绍，自 2017年 10月份以来，
我省共报告 12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
情，均得到了及时规范处置，未发生
重症和死亡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病例发生
地均为中小学，12 起病例当中有 9
起发生在小学。”专家表示，近期全
省流感活动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疫情防控的重点是学校、幼托机构
和老年公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但

随着学校放假，流感暴发疫情水平
将会下降。

专家强调，学校防控流感最重要
的措施是落实每日的健康检查制度，
在晨检午检中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体温
测量，发现有发热现象，应让其及时就
医、居家休息。此外，学校应搞好环境
卫生，学习、工作、生活场所要保持空
气流通，洗手间应配备洗手液，并做到
定期清理垃圾。

建议高危人群接种疫苗
由于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

所以提高防病和自我保健意识十分
关键。专家建议，市民应保持充足睡
眠，均衡饮食，加强锻炼；养成勤洗
手、不随地吐痰等习惯；尽量少去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做好家庭卫生清
洁和通风。同时，鼓励老人、儿童和
体弱多病者等高危人群，及早到预防
接种门诊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提示，出现了流感症状后一
定要注意休息，多喝开水，并吃些清淡
食品；家中有流感患者要采取隔离措
施；症状较重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③4

流感来袭，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公众无须恐慌——

流感强度与往年相差无几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荆锐）法治
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2017年我
省在平安河南建设和依法治省进程中发生了
哪些具有标志性的政法新闻？哪些法治事件
深度影响或直接推进了我省法治进程，也影响
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记者 1月 2日获悉，由
河南法制报联合省直政法机关、省法学会法治
传播研究会举办的2017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
闻”“十大法治事件”评选揭晓。“全省政法系统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等被评为
2017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闻”，“《河南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通过”等被评为
2017年度河南“十大法治事件”。

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闻”“十大法治事
件”评选活动，自 2010 年开展以来已经连续
举办 8 届，每次评选都受到全省政法系统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广大政法干警、
读者、网友通过多种方式热情参与。经过推
介选送、初审、复审，近日，评选活动组委会特
邀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进行了评
选，最终评出 2017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闻”

“十大法治事件”。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我省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正在不断扩容。1月
2日，从郑州市郑东新区智慧岛管委
会传来消息，伴随着全省大数据热潮
的涌动，华为云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
迎来了首批试点企业，目前共有 31
家企业确定与华为进行合作。

据介绍，企业腾“云”驾“数”已经
成为政府和企业推进实体经济与互
联网深度融合、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的共识，华为云软件开发云创新中
心作为华为面向软件企业服务的一
个窗口，立足郑州，为大数据、智慧城
市等建设提供基础的软件开发平台，
助力河南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发展。

与华为合作的首批试点企业中
有中维电子、云帆等有实力的公司。

“华为的开发云（DevCloud），注册账
号即开即用，大幅提高了产品开发、
迭代的效率和质量，功能强大，能够
解决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很多问题，让
企业更加聚焦业务。”河南中维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6年 10月 8日，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发函批复同意
河南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我省全面启动郑东新区龙子湖
智慧岛建设。目前，已有华为、浪
潮、中诚信等知名大数据企业入驻
郑东新区智慧岛。③5

河南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不断扩容

31家企业“牵手”华为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牛秋菊）豫沪合作再出成果。1月 2
日，洛阳理工学院与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加快推进示范性应
用型大学建设进程。

2017年5月，第三次豫沪战略合
作对接活动期间，上海市教委与河南
省教育厅签订教育合作协议，省教育
厅支持省属各高校积极与上海对口
高校开展交流合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坚持“本科水
平、技术特长”的人才培养方针，致力
于培养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
国际视野、以一线工程师为主的高水
平应用技术人才。根据协议，洛阳理
工学院将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科专
业建设、科研与社会服务、人力资源建
设等方面，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开展
合作，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示范性应
用型大学。③6

本报讯（记者 李林）记者 1月 2
日从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获悉，
该区与河南大学达成协议，双方将
共建河南大学郑州研究院。

据介绍，本次协议明确了双方
在河南大学郑州研究院建设与运
行、组织机制与实施、人才引进与培
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相应职责，该
研究院建成后将发挥河南大学的科
技、人才、智力优势，加快河南大学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同时推进
郑东新区科技发展。双方负责人表

示，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建立政
府与高校对接的长效机制，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进步。

此次合作已是郑东新区与河南大
学的第三次“牵手”，前两次分别是：
2017年 7月 6日，双方举行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共建大数据产业园和留学
生创业园，校地合作开启新模式；
2017年9月13日，双方举行基础教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
郑东新区知启学校正式移交河南大学
管理，属于双方共办的公办学校。③5

洛阳理工学院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签约

合力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

郑州市郑东新区与河南大学第三次“牵手”

共建河南大学郑州研究院

⦾签约引智 助力出彩河南支付宝发布2017我省移动支付数据

九成买单只掏手机“不掏钱”

2017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闻揭晓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1月2日，洛阳普瑞森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忙碌。该企业生产的轴承产品精度达到国内先进的超精密
级P4级别，广泛应用于电子、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其配套产品热销格力、比亚迪、富士康、大族激光等
知名企业。⑨6

新开局
新作为

上图 工人正在紧张加工

右图 产品质量精益求精

本报讯 2017年 12月 30日，“中
国相思文化之乡”“中国相思文化研
究中心”授牌仪式在封丘县举行。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予封丘县
为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中
国相思文化之乡”。

悠悠青陵台，蔚蔚相思树，发生在
封丘县留光镇青堆村的韩凭与息氏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
爱情传奇，两千多年来，承载着人们对

爱情的终极追求，贡献了“相思树”“连
理枝”“比翼鸟”“青陵台”与“化蝶”等著
名的爱情符号。封丘更被誉为“中国
相思文化的起源地”“中国爱情圣地”。

近年来，封丘县高度重视相思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组织编导了大
型古装豫剧《青陵台》，连续举办“中
国封丘上元相思文化节”和“最美爱
情文化节”等活动，产生了良好反
响。③4 (冯煊)

封丘获“中国相思文化之乡”称号

1月1日，鹤壁市120余名冬泳爱好者齐聚淇河参加集体冬泳活动。冬泳不
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给他们带来快乐。⑨3 张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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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通讯员
李茜）《公共图书馆法》2018年 1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新法对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和读者将有哪些影响？1月
1日上午，《公共图书馆法》河南宣传
周启动仪式在省图书馆举行，全省将
开展一系列宣传、培训、讲座等活动。

《公共图书馆法》共六章 55条，
对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服务、法
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对普
通读者来说，最关心的是能享受到哪
些服务。《公共图书馆法》规定了免费
的四类基本服务，包括文献信息查

询、借阅，阅览室、自习室等场地开
放，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
览，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免费服务项
目。这些条款也有细化规定，比如针
对少年儿童，规定馆方应当设置专门
的阅览区域；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
应当考虑群体特点，积极创造条件，
提供适合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
施设备和服务等。

据悉，《公共图书馆法》是十九大
之后出台的第一部文化方面的法律，
也是公共文化领域继《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法律。③6

《公共图书馆法》河南宣传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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