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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公布深化“放管

服”改革工作方案，推出

20项车驾管改革新举措，

全面推行交管服务“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

返次数、缩短等候时长、减

轻群众负担。

按照要求，作为试点

城市的郑州和安阳，7 月

31日前将在全省率先推行

申请材料减免、一证即办、

自助快办等 8 项举措。9

月 1 日起，20 项新举措在

全省全面推行。

推行跨省异地检验。除大型客
车、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外，其他汽
车实行跨省（区、市）异地检验。申请
人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以外的省（区、
市）直接检验，申领检验合格标志，实
现全国范围“通检”。

推进车检程序优化。检验机构要
开通互联网、手机APP、语音电话等预
约服务，增设预约窗口通道，方便群众
随到随检。实行网上申领免检标志，
对 6年内免检车辆，通过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验证交强险

后，直接申领免检标志，无需签注行驶
证，实现网上申请、邮寄送达。

便利车辆异地转籍登记。积极推
行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档案电子化
网上转递，对迁出登记地的，申请人不
再需要提取纸质档案；对办理车辆转籍
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
管理所申请，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

便利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对在
省内异地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申请
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
提交居住证或暂住登记凭证。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王向阳

“北路出线共有 11根杆，原线路
最大导线是35平方毫米，这次更换成
185平方毫米。”7月 18日，入伏的第
二天，武陟县供电公司王小峰一早就
和同事们来到三阳乡后刘庄村。为了
保证附近居民安全用电，他们对 9号
台区北路出线导线进行更换。

考虑到天气炎热和工程量大，施工
队采取暂时保留旧导线，在新吊立的
电杆上安装金具、架设新线路的办法
施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气温渐渐逼
近38摄氏度，高温让人喘不过气来。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先展放的
导线才放了一半，王小峰身上的蓝牛
仔工作服已被汗水浸透了，安全帽下
被晒得发红的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
脖子上搭着的毛巾能拧出水来。

“工作虽然辛苦，但能为广大用户
送去清凉，再热也值了！”王小峰和同
事短暂休息后，又赶忙投入工作。③7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左易和

7月18日中午，气温35℃，地表温
度高达44.7℃。荷枪实弹的特警许红
星和同事们在鹤壁高铁东站广场执勤，
1500米的巡逻路他今天已走了7遍。

作为鹤壁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
三大队巡逻队的负责人，许红星和同事
每天要全副武装完成近10小时勤务。

“进站检票口有情况，请迅速前往！”
“收到，现在就去！”接到指令后，许红
星带着巡逻队一路小跑，3分钟就赶
到了现场。

原来，一位旅客在进站安检时被检
出携带违禁物品却拒绝丢弃。整条安
检队伍因此一度堵塞，部分赶时间的旅
客意见强烈。许红星迅速控制住局面，
协同车站工作人员与涉事旅客展开沟
通。很快，高铁站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群小伙子天天守护着旅客们的
平安，大家看着心里就踏实。”在高铁东
站附近经营茶社的王女士说。③9

奇葩“伪科普”有啥特点

——利用日常经验编织科学神
话。“醋泡鸡蛋的基础上加入鹌鹑蛋、
大枣、枸杞以及中药材，经过工艺发
酵，能够治疗中风、风湿、偏瘫、脑出
血、心脑血管疾病等。”

事实上，该文通过堆砌医疗术语
包装出的“醋泡食品”，在国家有关部
门的药品数据库里根本查不到相关
信息，却被渲染成“神药”来宣传推销。

——援引国外研究数据显示权
威。记者调查发现，引用所谓国外研
究成果是“科普网文”的惯用伎俩。一
篇题为《世纪大骗局：癌症治疗的谎
言》的文章称，“癌症完全不化疗要比
接受化疗拥有更高的成功率”“无数临
床证明，化疗效果只有2%到4%。”

记者从国内知名医学科普网站
丁香医生了解到，这类文章的数据来
源，主要是国外替代医学网站。这些

网站利用普通民众对化疗的表面认
知，比如呕吐、掉发、发烧等，夸大恐
怖效果，推广其非主流疗法。

——以科技术语和国际荣誉吸
引眼球。“某某和他的专家团队发明
小分子切割技术，将中药提纯萃取浓
缩成膏方……有效成分通过皮肤迅
速吸收，能够有效预防、治疗乳腺癌、
肝癌等重大疾病。”文章称，“这项号
称领先世界十到十五年的高科技小
分子切割技术，目标是世界专利和诺
贝尔奖，比尔·盖茨派特使携巨资
400亿美金三次登门洽谈合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拥有该项
技术的这家公司，在企业登记信息经
营范围内并无药品生产权利。

数据不管真假只选有利的

据了解，“科普网文”多半出自医
药公司本身的营销团队、广告公司的
专业策划或是自媒体写手。

一位广告公司资深策划人沈先
生透露，有的商家要求用“高大上”的
科学研究成果包装产品，使消费者更
加信服。于是，广告策划者千方百计
通过各种手段炮制文章：

一是大数据造假。二是修改国
外研究文献。三是套用似是而非的

医学理论。记者发现，不少“科普”文
章号称从中医角度进行宣传，依靠所
谓中医名家坐镇。一些医生表示，由
于中医的理念方法相对宽泛、综合，
容易被“科普文”所利用，进行似是而
非的虚假信息传播。

相关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

虚假医疗广告推销的产品，很多
对患者的肝脏、肾脏、心血管都会产
生不良影响。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肿瘤科主任章晓璟说，作为一
名医生，虚假医疗最大的危害是延误
了对患者的治疗时机。

专家建议，自媒体平台要对发布
的文章加强审核，通过关键词屏蔽、黑
名单提醒等方式控制伪科普的传播。

“相关部门应主动监测这类违法
虚假广告，拓宽举报渠道，加大惩罚
力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说，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这些
不法商家的违法成本，深挖背后的广
告主、经营者和发布者，追究其行政
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此外，专家也建议卫生部门应注
重科普宣教和疾病预防，使广大民众
提高甄别虚假医疗信息的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周青莎

电动车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
时，也常常因超速、闯红灯等引发各
类交通事故。近日，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一起电动车与汽车发生交通
事故案件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一审
法院原判，驳回了电动车车主索赔36
万多元的诉求。

2014年 4月,陈某驾驶电动三轮
车拉着老伴儿郜某经过郑州市沙口
路一路口时，与傅某驾驶的汽车发生
交通事故。老两口为此都住院 30多
天，共花去医疗费 20多万元，郜某的
伤情还构成了8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出具了道
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陈某驾
驶电动车闯红灯，对事故负全责，汽
车驾驶员傅某无责。

陈某夫妇认为交警部门的责任
划分不合理，同时与傅某就赔偿事宜
也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将傅某及其投
保的保险公司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
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傅某及保险公
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 36万
多元。

金水区法院经审理，采纳了交警
部门的责任认定，认为陈某对事故负
全部责任，被告傅某无责任，应由傅

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任
限额内赔付。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
偿原告陈某夫妇无责任死亡伤残赔
偿金 11000 元、无责任医疗赔偿金
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金100
元，共计 12100元。其余诉求，无法
律依据，不予支持。

受了重伤住了院，前后花了 20
多万元，却只能拿到 1 万多元的赔
偿，对于这样的结果，陈某夫妇根本
无法接受。随后他们上诉至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驳
回了其上诉请求。

7月 16日，本案的主审法官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陈某夫妇受伤虽
然很不幸，但陈某开电动车闯红灯要
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只能在交强险无
责任限额内得到赔付，超出部分的诉
求法院不会支持。

最近，郑州市发布了“史上最严
交管令”，将重点治理电动摩托车、
机（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搭
棚改装三轮车等“七类车”的交通乱
象。法官希望通过本案提醒广大市
民，在交通事故中，不是谁弱谁就有
理。不管是事故责任认定，还是法
院判决，都会严格依法进行。市民
出行千万别忘了遵守道路安全法
规。③9

省公安厅推出20项车驾管改革新举措

办证更便捷 车主少跑腿
三伏天 探民生

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车车主负全责却索赔36万元

法院咋判？速来围观 “伪科普”实为真广告
——起底朋友圈里的“科学网文”

7月 18日，武陟县供电公司施工
人员在该县三阳乡后刘庄村9号台区
更换导线。⑨3 王向阳 摄

7月 18日中午，鹤壁市公安局特
殊警务支队冒着酷暑在鹤壁高铁东站
广场执勤。⑨3 左易和 摄

“科学研究表明，肾虚分阳虚、阴虚、

阴阳双虚……89%的男人补肾越补越虚。”“权威

专家披露，超过140多种疾病与全身性湿气有关。”……

在不少中老年人微信朋友圈，往往能看到转发的大量

所谓“科学研究表明”的文章。开头都“科普范儿”，充斥高深晦

涩的专业名词、“重量级”专家解读、“权威”数据援引。然而不久就

画风突变，大肆推销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伪科普”式虚假医疗广告，大多集中于

两性疾病、健康养生等领域，被一些民营医疗机构或商家利用，包

装宣传其产品或服务。

热点关注

除大型客车、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外，其他汽车实行跨省（区、市）异地检验

对在省内异地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申请人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暂住

登记凭证

作为试点城市的

郑州、安阳
7月31日前将在全省率先推行

8项举措

9月 1日起

20项新举措
在全省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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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签字确认

申请材料“四个减免”

免复印

身份证件

免拓印

车辆识别代号

免提交

多项纸质证明

对补换领、审验驾驶证，补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人和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

变更等 18类车驾管业务，凭本人居民身份证一证即办

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www.122.gov.cn）、“交管12123”

手机APP等提供网上服务

实行驾驶人考试预约、机动车选号、补换领驾驶证、申领免检标志等

交管业务网上办理，车驾管业务网上办理比例力争超过70％

推进异地办理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有一种美丽
叫高温下的坚守

你的安全我保障

申请材料“四个减免”。全面清
理办理交管业务的各种证明凭证，凡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一
是免复印，原需提交的身份证明复印
件，通过自动读取、高拍扫描或者免费
复印等方式留存；二是免填表，原需申
请人填写的纸质表格，由窗口工作人
员采集信息、打印表格，申请人签字确
认；三是免拓印，原需申请人自行拓印
车辆识别代号的，由车辆管理所、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等免费拓印；四是免提
交，推进部门信息联网，实现信息共享
网络核验，逐步取消车辆购置税、车船
税、交强险、报废回收证明、医院体检
证明等纸质证明凭证。

简单业务一证即办。对补换领、

审验驾驶证，补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
人和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等
18类车驾管业务，凭本人居民身份证
一证即办。原需审核或收回的驾驶
证、行驶证，通过内部信息核查，不再
要求群众提交。

普通业务一窗通办。变群众跑腿
为数据传输，实现办理车驾管业务只
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口办结。

个性服务自助快办。各地要在车
管所设置自助服务区，配置自助服务
设备，提供补换领驾驶证、机动车选
号、信息变更、交通违法处理等服务，
实现身份认证、受理审核、规费缴纳等
全过程自助办理、窗口取件或邮寄送
达。

交管窗口推行“一次办、马上办”

车驾管业务实行“网上办、掌上办”

拓展网上服务覆盖面。通过互联
网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www.122.gov.cn）、“交管 12123”手
机 APP等提供网上服务，实行驾驶人
考试预约、机动车选号、补换领驾驶
证、申领免检标志等交管业务网上办
理，实现申请网上受理、信息后台审
核、牌证邮寄送达，车驾管业务网上办
理比例力争超过70%。

推进网上政务互联互通。加强政
务平台互联互通，推进交管服务平台

与其他政务平台信息互联互通，实现
“单点登录、全网通办”。

推行安全教育网上学习。建立互
联网学习教育平台，方便驾驶人审验
教育和满分教育网上申请、网上认证、
网上学习。

推进交通事故网上处理。轻微事
故实行网上定损理赔，实现交通事故
信息跨部门实时查询、实时反馈，车损
事故在线受理、在线定责、在线协商、
在线定损、在线理赔。

车检“全国通”领证“省内通”

漫
画/

王
伟
宾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7 月 19 日，热浪滚滚，济源大峪
镇曾庄村村民赵战营家门前的大树
下，围坐着几个人。大伙虽然不停地
扇着扇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出汗。

“听你们一讲，心里更清楚了，尤
其是看病报销、保险这些政策，对俺家
作用大着呢。”赵战营乐呵呵地说。

曾庄村是脱贫村，赵战营家曾是
贫困户，2016年他家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按规定仍能享受扶贫政策。

济源市委宣传部、国电豫源公司、
济源市中心血站是曾庄村的帮扶单
位，和赵战营交谈的几位同志就来自
这三家单位。

帮扶单位组成扶贫政策宣讲队，
面对面宣讲党的扶贫政策。济源市中
心血站职工牛艳说，他们这个小组要
到40户农民家中走访。“天气热，一天
下来汗都没停过。但我们让群众明白
了政策，很有成就感。”牛艳说。

“帮扶让俺村这几年大变样，光伏、
蔬菜制种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修了
路，还通了公交。”曾庄村党支部书记薛
龙生说，“要是群众个个都成了政策明
白人，曾庄的发展势头就更足了。”③8

扶贫政策宣讲忙

7 月 18 日，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交巡警大队的民警联合辖区治
安民警对违章电动车进行清理整治，并对违章人员进行耐心教育。⑨3
刘书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