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应当在规定期限内登录司法部网
站(http：//www.moj.gov.cn)，按照网上
报名要求、流程及步骤填报个人信息。
客观题考试环节
6月 20日至 7月 4日 网上报名

7月 9日 交费截止

9月 12日至 21日 打印准考证

9月 22日 考试

9月 27日 发布成绩

主观题考试环节
9月 27日至 30日 网上报名确认和交费

10月 15日至 19日 打印准考证

10月 20日上午 考试

这些时间节点别错过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市民在申请
低保或者申报低收入家庭的时候，家庭
收入如何认定？记者 6月 15日了解到，
郑州市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救助
申请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作
了详细要求。

根据“实施意见”，家庭收入是指救
助申请家庭在提出申请当月前连续6个
月内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
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
按规定交纳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后的工
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
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据悉，郑州市将结合城乡低保年审
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对原低保家庭收
入重新进行核算。收入重新核算工作
要于 2018 年 10 月前完成，7 月 1 日以
后，新申请救助的困难家庭，要认真核
算收入并规范填写《郑州市救助申请家
庭收入核算表》，并存档备查。③5

本报讯（记者 孙欣）6 月 19 日，记
者获悉，省政府法制办就《河南省行政执
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集社会意见。征求意见稿规
定，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不文明行为的，
执法人员或被调离执法岗位。

征求意见稿明确，行政执法过错是
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
政执法过程中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
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尚不足以给予处
分或者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行为。

征求意见稿拟对8种行政执法过错
追责：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违反法定
程序的；超越或者滥用法定职权的；不履
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
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不文明行为的；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情节、后
果、社会影响等因素，征求意见稿规定，
对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下列方式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诫勉
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离
岗培训；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吊销行政执法证；调离行
政执法岗位。

征求意见稿已在河南省政府法制网
公布，公众可通过网站、电子邮箱(xzf-
gc@126.com)或省政府法制办微信公
众号“hnzffz”等渠道，提出意见和建议，
时间截止到7月16日。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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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申请救助家庭
收入认定标准细化

权威发布

新乡

全省首个贫困烧伤
患者救助基金成立

我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追究办法征求意见

不文明执法咋处理？
请你来支招

民生速递

救助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王永
乐）6月 16日，记者从新乡市红十字会获
悉，为防止烧伤患者因病致贫，全省首个
贫困烧伤患者救助基金在新乡成立。

该基金由新乡市红十字会与新乡市第
二人民医院共同发起成立，是我省首个包
含成人和儿童的贫困烧伤患者慈善救助基
金，成立当天共募得善款近18.2万元。

据新乡市二院烧伤诊疗中心主任袁
福祥介绍，豫北地区烧伤发生率远高于我
省平均水平，很多烧伤患者来自农村和生
活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往往因家庭困难
得不到完善有效的救治。此次设立该基
金，就是为了对贫困烧伤患者进行救助。

新乡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云
表示，下一步将多渠道扩大专项救助基
金的知名度，同时希望更多的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能够多献爱心，使贫困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③4

□本报记者 孙欣

今天，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开始报名。国家司法考试改为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报名条
件、考试方式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考生在
报名和考试时应注意哪些问题？记者梳理了
省司法厅公布的《河南省 2018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的关键点。

报名门槛提高

国家司法考试对学历的要求为高等学校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根据《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具备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
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非
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
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其他相应学位且从
事法律工作3年以上的人员，才能报名参加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但按照“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在 2018年 4月 29
日之前已经取得学籍、考籍或者已取得相应

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
生，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也可以
报名参加考试。

38个县的考生放宽报名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我省继续实行考试放宽政
策，户籍在 38个县的考生报考学历可以是本
科，且不限专业。这38个县是：嵩县、汝阳、洛
宁、栾川、鲁山、卢氏、南召、内乡、镇平、淅川、
商水、沈丘、郸城、淮阳、太康、新蔡、兰考、民
权、宁陵、柘城、光山、新县、固始、淮滨、商城、
潢川、宜阳、滑县、封丘、范县、台前、社旗、桐
柏、睢县、虞城、上蔡、平舆、确山。

客观题考过方能参加主观题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分为客观
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两个阶段，只有通过客观
题考试，考生才可以参加第二阶段的主观题考
试，客观题的合格成绩在本年度和下一个考试
年度内有效。客观题考试有两张试卷，实行计
算机答题；主观题考试有一张试卷，允许考生
在考试时参阅统一配备的法律法规汇编。除
济源市外，我省在 17个省辖市设立了客观题
考试考区。客观题考区机位数量有限，考生在

报名服务平台上传电子照片通过确认后，要尽
快登录服务平台交纳考试费。如果考区出现
机位不能满足考生报名要求时，考生要根据提
示选择机位充足的考区报名。

此外，我省将以往的指纹识别改为人脸
识别，考生不需要再到报名现场进行指纹采集。
各考区考点入口处或者考场门口均设置安检通
道，考生带着有效二代身份证和准考证，按照要
求进行身份证扫描，完成人像比对，通过审核后
可以直接进入考场考试。③3

“司考”变“法考”这些变化早知道
●非法律专业本科及以上仍可报名 ●客观题主观题实行“分段考”●“刷脸”进考场

●● ●● ●●

●若不慎溺水

立即屏住呼吸，放松肢体，保持仰位，

不胡乱挣扎

用嘴吸气、用鼻呼气，以防呛水

身体下沉时，将手掌向下压

如突然抽筋，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

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

扳，千万不能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

●若遇到溺水者

迅速清除其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

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

避免堵塞呼吸道

将溺水者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

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

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耽误心肺

复苏的时间

如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应立即

进行人工呼吸③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李凤虎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
一杀手”，暑期临近，汛期又至，如何避免
悲剧发生？孩子遇到溺水应当怎么办？6
月19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谨记“六不”，智慧救援

记者从郑州警方了解到，溺水是青少
年意外伤亡的“第一杀手”，入夏以来，郑
州市发生多起中小学生溺水事件。

郑州警方有关人士称，夏季是溺水事
件的多发期，此类事件具有两个特点：一
是发生地点多在江、河、水坑及堰塘等水
况复杂场所；二是多为私自游泳不慎导致
溺水，其中死亡的未成年人游泳时均无成
年人陪同。

“预防未成年人溺
亡，切记做到‘六不’。”

省实验小学副校长
朱亚伟说。

“六不”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
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
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
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
牛振西经常参加溺水事件救援。他提醒
孩子们说，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
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
器材施救，要有“救人不舍己”“见义智
为”的救人理念，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援救别人。

初学者不可忽视“干性溺水”

“很多家长觉得离开了水，就不会出
现溺亡，其实‘干性溺水’也需要特别留
意。”郑州市纬五路第二小学德育处主任
路鹏解释道，“干性溺水”是指因受强烈刺
激（包括冰冷的刺激）和过度紧张，喉部发
生痉挛，声门关闭，从而不能呼吸继而缺
氧，严重者会出现窒息。

“‘干性溺水’多发生于游泳初学者尤
其是孩子身上。”路鹏说，防止“干性溺水”，
家长需要做到四点：游泳时要时刻观察有
无异常；不要突然推孩子下水；提醒孩子不
要跳水，更不能在水中起哄打闹，“偷袭”同
伴，下压同伴，以免引起反射性喉痉挛；游
泳后要注意孩子有没有频繁咳嗽、呼吸急
促、发烧等，出现问题及时就医。

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城区河道管理处
调查显示，郑州市区“两河一渠”沿线的危
险水域共有42处：金水河28处、熊儿河10
处、东风渠4处。这42处危险水域表面水
浅，但部分水域深达 2米，一旦发生事故，
落水者随时有生命危险。

此外，石佛沉沙池、帝湖、尖岗水库、
常庄水库、西流湖、花园口沉沙池、黄河郑
州段及郊区池塘也是溺水事故高发区。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管理部门，他们在放假前主动和周边
沿线的中小学校联系，通过发放倡议书等
形式对学生和家长进行暑期游泳安全防范
提醒。同时，在重点水域设立防护、救生设
施和防溺水警示标牌，加大巡查力度，对查
出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消除措施。

目前，我省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
理进入重点防控期，6月 19日至 22日，省
直11个部门组成9个联合督查组，对全省
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
督导检查。

根据要求，重点防控阶段，相关部门
要积极联动，组织中小学教师、乡镇（街
道）干部等开展义务巡查活动，及时发现
和劝阻未成年人下水；对农村留守儿童，
要开展“一对一”“一帮一”结对帮教，防止
脱管漏管；对学校附近、村庄附近、学生放
学回家道路沿线等未成年人喜欢玩耍的
水域，有条件的可以安装视频监控和播音
设备；要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省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要求，每个县（市、区）督查结束
后，要将督查情况向当地进行反馈，指出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整改要求。③8

快乐度暑假 安全“不放假”

“防溺水”这堂课，你复习了吗

热点关注

6月15日，焦作市张庄初中组织初三学生开展“绑腿跑”“扔飞机”等形式多样的“减压”游戏，缓解同学们的备考压力。⑨3 冯小敏 摄

工资性收入:
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

补贴等

家庭经营净收入:
从事生产、经营及有偿服务活动所得

财产性收入:
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等动

产收入和转租承包土地经营权、出

租或者出让房产等不动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家庭所接受的来自国家、单位和社

会团体的各种转移支付以及居民家

庭间的收入转移

□本报记者 王平

瘫倒在沙发上，两眼紧盯手机屏幕，双手不停
地点击，赢了兴奋不已，输了就骂骂咧咧……这是
沉溺于网络游戏玩家们的真实写照。但即日起，这
种行为长期持续下去就可能是一种疾病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初决定将游戏障碍
（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相关规定
自6月19日起生效，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通知世界各
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为啥要把这种行
为列入精神疾病范畴？痴迷到什么程度才算“上瘾”？
记者就此采访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的有关专家。

成瘾本身就是精神科研究范畴

“从专业上讲，成瘾本身就是精神科研究的范畴，
成瘾性疾病是精神疾病的分支。”省精神病医院成瘾医
学科主任王传升介绍，成瘾行为一般是指反复使用某种
物质或反复实施某种行为，而这种物质或行为损害了
实施者本人的社会功能，对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安全带
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比如吸毒成瘾、药物成瘾等。

“世卫组织将游戏成瘾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意
味着这种成瘾行为纳入疾病谱，以后将有统一明确的
诊疗目录。这也足以证明游戏成瘾已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需高度重视。”王传升说，任何
疾病的确诊都不能掉以轻心，玩游戏是否诊断为“有
病”仍需谨慎。

“新标准”有利于患者接受正规诊疗

“在临床上遇到因沉迷网络游戏引起心理、精神
方面问题的患者不在少数。以前接触到这类病人，
医生将其归类于‘社会适应不良行为’或‘网络成
瘾’。因为此前不纳入疾病范畴，所以本着患者自愿
的原则进行治疗，法律层面是不允许强制性治疗
的。”王传升说，今后采用这一“新标准”，建立在病人
家属及监护人同意治疗的基础上，劝说患者治疗的
阻力会小一些，将有助于患者接受科学正规的诊疗。

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青少年是“游戏成瘾”的
高发人群。如何对症下药？对于广大青少年的家
长来说，不妨先了解孩子玩的是什么游戏，游戏在哪
个环节上最吸引孩子，继而分析自己平时与孩子的
交流中是否缺少相应的部分。此外，家长也应多鼓
励孩子参加学校丰富健康的课外活动，并抽出更多
的时间陪伴孩子，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些或许
是引导青少年走出“游戏成瘾”的最好途径。③8

“游戏成瘾”是精神疾病?专家说，

诊断需谨慎
“戒掉”是目的

绷紧安全弦 诀窍记心间

小贴士

对游戏失去控制力

日益沉溺于游戏，以致其他兴趣和日常生活都

须让位于游戏

即使出现负面后果，仍然继续玩游戏

在个人、家庭、社交、教育、职场或其他重要领域

造成重大的伤害

症状至少持续12个月

痴迷到啥程度才算“游戏成瘾”

1
2

3
4

5

漫画/王伟宾

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