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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鲁维佳 明勋

郑州的李先生买房时付给开发
商1万元诚意金，却并没换来对方的

“诚意”。
今年2月，李先生看中了郑州市

的一套期房，销售人员建议其先交纳
诚意金排号，待开盘后可优先挑选，所
交的诚意金自动转为房款。在销售
人员的鼓动下，李先生当场交了钱。

之后，李先生放弃购房，而这 1
万元诚意金却被开发商扣下了。眼
看诚意金“有去无回”，李先生将开

发商告上法庭。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诚意金非定金，双方未就房屋
买卖达成一致意见，李先生要求返

还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9月
27日，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令开
发商将1万元全额退还。

主审法官表示，一些开发商为
了吸引购房者，往往要求对方先行
交纳诚意金或认筹金，声称凭此在
开盘后可以优先购房，并能享受优
惠。他提醒广大购房者，在买房时
应注意区分“诚意金”“认筹金”和

“定金”“订金”等概念，尽量选择具
有法律保护力的付款方式，有效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具体来说，“定金”是指为了确
保合同履行，由当事人一方在合同
订立时或者订立后履行前，按照合
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预先给付对
方的金钱或其替代物。从本质上

讲，定金是法律上的一种担保行为，
给付定金的一方违约，无权要求返
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违约，应当
双倍返还定金。

“订金”往往被视为预付款，仅
表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意向，不产生

“定金”的惩罚性效果。
“诚意金”不属于法律概念，性

质上相当于预付款，对违约一方不
具有惩罚性。与“诚意金”类似，“认
筹金”也不属于法律概念，仅仅是一
种营销手段。

法官提醒，在认购和签订正式
买卖合同时，购房者需要谨慎选择
付款方式，并就后续交房时间，退款
条件、期限、方式等进行明确约定，
避免陷入被动局面。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 8日是
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活动主
题再次聚焦“知晓您的血压”。省会多
家医院举行了大型义诊活动及科普讲
座，为公众普及高血压防治知识。

高血压是导致心、脑、肾以及大
血管等部位重大疾病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在我省 15岁至 74岁人群
中，每 4人中就有 1人为高血压。遗
憾的是，有一半人却不知晓自己的血
压状况。全科医学专家、河南省人民
医院院长顾建钦说，“高血压的防治
重在个人，每位公民都要对高血压这
种慢性病做到‘知信行’。”具体来说，

“知”即知道高血压病是什么样的病、
有哪些危害以及该病会给工作生活
带来哪些影响；“信”即相信高血压的
专家、医生和护理人员，相信医院的
康复、规范和标准，相信正确的认识
和规范合理的膳食；“行”即行动起
来，在知晓并相信医学的基础上，辅
以必要的行动。

为了使我省高血压防治水平更
加规范化，更多地惠及基层患者，记
者从省卫计委获悉，作为全国 6个首
批试点省份之一，我省于近期启动了
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该项目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高血压联
盟、世界高血压协会等共同发起，以
防控心血管疾病为重点的管理服务
包，涉及健康生活方式咨询、基于证
据的治疗方案、基于血管总体风险的
管理等。目前我省已选取郑州市金
水区、中牟县、修武县、汤阴县作为首
批 HEARTS 项目点，今年年底前项
目点将覆盖全省半数以上县区，明年
上半年实现全覆盖。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0 月 8 日，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2019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 10 月 10 日开始网上报
名，截止时间为10月 31日。

省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在此期间每
天 9:00~22:00，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 http：//yz.
chsi.com.cn，教育网址 http://yz.chsi.
cn）进行报名。此前在预报名阶段（9月
24日至 27日）已经报名的学生，无须重
新填报。两阶段的报名均为有效报名。

省招办提醒考生，招生单位、考试
方式、报考点等要慎重选择，一旦生成
报名号后则不可以修改。如报名成功
后，发现需要修改的，在报名期间考生
可自行登录原报名账号修改网上报名
信息和重新填报报名信息，现场确认时
确认有效报名信息即可。

应届本科毕业生应选择就读学校所
在地省辖市或有关省直管县（市）招生考
试管理部门指定的报考（名）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
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辖市或有关省直管
县（市）招生考试管理部门指定的报考
（名）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12月 14日至 24日，考生可凭网报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
打印《准考证》。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8年 12月 22
日至 23日。超过 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月 24日进行。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喆 李瑞

“切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向人民
群众交上满意答卷。”“回应群众期待，
坚决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赢打好。”

“要严肃督导问责，对不作为、乱作为、
失职渎职以及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严
肃问责追责。”……省政府常务会上，省
长陈润儿的讲话掷地有声，刚劲有力，
民生问题始终是省长最大的牵挂。9月
份，省长陈润儿共主持召开三次省政府
常务会议，对我省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棚房”问题专项
整治、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等
工作进行深入研究，作出重要部署。

一件件民生议题，一项项具体举
措，体现出的是省政府、各级各部门切实
把民生改善摆在突出位置，把人民立场
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
本使命，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更强幸福感的责任担当。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省政府常务会议内容。②7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赵爱
伟）“12345，有事找政府。”9月 29日上
午，新乡市 12345公共服务热线正式开
通 。 这 意 味 着 ，在 新 乡 只 要 记 住

“12345”，群众就可以通过电话随时随
地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
行风政风和发表意见建议。

为全面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为民服
务水平，新乡市联通全市市、县、乡近500
个电子政务网点，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三级
政务网络互联互通，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好
办事、不添堵。

群众拨打 12345热线反映的事项，
无论是转接公安部门还是县乡单位，受
理人员均可以一键转接并实现三方通
话功能。

为确保群众反映事项件件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12345平台设置了可自动
对接办事项进行考评功能。据悉，新乡
市政府下一步还将推出微博、微信、网
站、APP等更多实用功能，以满足不同
群体的不同习惯和不同需求。③8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龙飞

过去 60年，安阳市兴建了 4个
综合性公园。而今年一年间，全市
就“冒”出8个百亩以上大公园。

市民夸赞：“推开家门进公园，
站在窗前看美景，生活充满幸福
感。”

“1955年，安阳市第一个公园向
市民开放，市区的人民公园、洹水公
园、易园、三角湖公园 4个综合性公
园都是超负荷运行，节假日更是‘人
满为患’。”安阳市园林局局长冯学
军说，城市大型公园一头牵着城市
形象和环境质量，一头连着百姓生
活幸福指数，是民心所在。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从 2017
年开始，安阳市开展城区园林绿化
三年建设，计划用三年时间，实施
244个绿化项目，面积 73100.25亩，
建设总投资 139.86 亿元，规划建设
500 亩以上的公园 14 个、100-500
亩的公园 16个、50-100亩的公园 7
个、50亩以下的游园68个。

2018 年，安阳市委、市政府将
“建成迎宾公园、CBD公园、龙安公
园等8个公园并对市民开放”确定为
重点民生实事。

10月 8日，阳光正好，在安阳市

文峰大道东段的迎宾公园，施工人
员正蹲在园路两旁补植绿草、小花，
园路用新型透水混凝土砖铺成，鲜
亮的黄色与红花绿草相映成趣。

“啥时候能完工？”虽然公园还
未正式开放，但家住附近的王世君
已成了“常客”，问工期、看进度，就
盼着开园。

“好饭不怕晚嘛。”在一旁工作
的安阳市园林局迎宾公园筹建处综
合组组长徐振洋笑笑说，“这是咱安
阳最大的公园，面积690多亩，比 60
个足球场还大，目前还剩点扫尾工

作，年底前一定让大家尽情玩儿。”
“现在去公园还要开车到两公

里外的易园，这迎宾公园抬脚就
到，心里盼得紧。”王世君指着公园
边上一栋居民楼乐呵呵地说，“我
家就住那儿，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公
园美景，住户们都跟搬新家一样幸
福。”

为了三年规划落实，为了民生
承诺兑现，安阳市召开全市园林绿
化动员大会，主要领导多次赴公园
建设工地现场办公、协调难题。各
项目进度周通报、周排名，形成市级
统筹、区为主体、部门协同、社会监
督的联动机制，强力推进公园建
设。目前，8个公园已有 6个建成并
开园，两个正在扫尾。

高新区社区公园是开园最早的
一批。走进公园，迎面是三个圆形
艺术花坛，雪松挺立、草坪起伏，奇
石、兰花点缀其间，一坛一景、独具
匠心。

花坛旁的木质长廊里，两位头
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长凳上休息。

“老奶奶，这公园觉得咋样？”记
者上前攀谈。

“好着咧，空气好，景也美，来这
转转，心里敞亮。”老人叫牛爱花，今
年70岁，住在附近的大定龙村。

“党的政策好，俺们有养老保
险，吃穿不愁，就想有个地方玩，这
公园是‘正瞌睡呢给了个枕头’。”牛
爱花笑眯眯地说。

“一到傍晚来玩的人就多了，跳
广场舞的、跑步的、健身的，多的时
候估摸能有近千人。”牛爱花的老伴
焦献林插话，“以前老农民哪去逛公
园呢，现在有福喽。”

包括8个公园在内，今年安阳计
划实施园林绿化建设项目 185 个，
城区内预计增绿面积超过 1.65 万
亩，概算总投资 47.3 亿元。截至目
前，实际完工 117个，完成投资 22.5
亿元，新增绿地近1.4万亩。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
目的，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
板。”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表示，将
持续做好园林绿化工作，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按照“城市双修”中的

“生态修补”工程的要求，全力为百
姓打造一座景观优美、生态宜居、人
民满意的绿色花园城市。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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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
有了诊断标准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
义（2018版）》，明确界定了网络成瘾
的定义及诊断标准，同时网络成瘾治
疗规范正在制定，很快将正式发布。

什么样的行为是网络成瘾？青少
年如何避免过度依赖网络？10 月 8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相关采访。

根据最新的定义，网络成瘾是指
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
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
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
能损伤，相关行为至少持续 12个月。

“持续时间是诊断
网络成瘾的重要
标准，之前临床上
基本上以相关行
为 持 续 6 个 月 为
诊断标准，此次定
义时间延长了，应
该是结合当下网
络普及程度等现
实情况作出的。”
河南省精神病医
院成瘾医学科主
任王传升说。

据统计，我国青少年过度依赖网
络的发病率接近 10%。“12~16 岁的
青少年是网瘾高发人群，绝大部分都
是游戏成瘾，主要原因是自控能力比
较差、沟通社交能力欠缺，或者是本身
存在一些心理问题。”王传升说。

青少年网络依赖现象近些年逐渐
增多，然而很多家长对此并没有正确
认识。“发现孩子对网络有依赖并不
难，但很多家长只是觉得孩子不听话，
或者多管一管就好了，不愿意到心理
科或者精神病医院就诊。”王传升提
醒，发现异常应及早来医院进行咨询，
年龄越小越容易进行纠正。

“目前针对网络成瘾的治疗主要
以心理疏导为主，这个过程一定要有
家长参与。”王传升说，很多网络成瘾
青少年的家庭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对孩子过度溺爱，或者家长完全
不负责任等，所以，纠正网瘾不只是孩
子自己的事儿，需要家长做很多配
合。“预防上来说，家长要推迟孩子接
触手机、网络的时间，尤其是十二三岁
的时候，尽量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鼓励孩子多运动；政府部门则要加强
对网络平台、网络游戏等的监管，为青
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③4

9月28日，工作人员正在安阳市迎宾公园铺设道路，该公园年底前正式与市民见面。②7 张龙飞 摄

台账民生

导致高血压的罪魁祸首

●不控制体重
●吃东西追求“重口味”，钠盐摄
入量超标

●爱吃油炸食品、肥肉等，食入较
多饱和脂肪酸

●作息无规律、精神持续紧张
●频繁饮酒、饮酒过量
●长期吸烟 （文字来源/新华社）

10%

我国青少年
过度依赖网络
的发病率
接近10%

10 月 7 日，
游客在孟州市河
雍街道兰窑村火
龙果园采摘火龙
果。去年初，当
地村民筹资 30
万 元 建 成 了
3500 平方米的
温棚，引进南方
优质火龙果苗进
行试种，如今已
经开花结果，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
采摘品尝。⑨3
赵春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