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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健身

本报讯（记者 李林）10月 21日，
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
局了解到，该市 15 类房屋交易实现

“一窗受理、并联办理”，这也标志着郑
州市房屋交易、税收、不动产登记“最
多跑一次”改革全面铺开。

15项业务类型为：开发建设单位
出售商品房、含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
住房补差转商品房；私有房屋；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私有房屋增加共有人——
婚前财产；法院判决、协助执行；拍卖房
屋；单位房屋；以房产作价入股；国有、
集体企业改制；企业破产兼并、合并；单
位优惠出售公有住房；房改房产权比例
变更；房改房收回；征收、拆迁安置；同
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

据介绍，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CBD大厅一楼的1至 8号窗
口是“房屋交易、税收、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窗口。根据群众现场办理业
务的情况看，需递交的材料由 3套减
为1套；业务受理后，后台业务审核人
员在各自业务子系统上进行审核、楼
盘表管理、登簿等工作。

“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
条件的情况下，从受理到办结, 可以实
现‘一套资料申报、一个窗口受理、一个
平台办理’，全过程做到‘只上一张网、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郑州市住
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另外，CBD大厅办理“一窗受理、
并联办理”业务时可以采取线上（微信
预约）、线下（现场办理）两种方式。线
上方式办理流程为：微信预约—网签备
案、资金监管—现场受理—并联办理—
缮证发证。线下方式办理流程为：咨
询辅导—网签备案、资金监管—一窗
受理—并联办理—缮证发证。③8

本报讯（记者 尚杰）插秧、赶猪进
圈、扁担运粮……这些“农”味十足的比
赛将集中亮相我省首届农民体育健身
大赛。10月21日，大赛组委会在郑州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大赛筹备
情况，邀请广大体育爱好者前往观看。

2018 年我省农民体育工作现场
会暨全省首届农民体育健身大赛于10
月 23日至 25日在夏邑县太平镇文化
体育园举行。本次大赛由省农业厅、
省体育局、省农民体育协会联合主办。

据了解，全省首届农民体育健身
大赛共设置接力过河、抢收抢种、插
秧、赶猪进圈、扁担运粮、采收瓜果、射
雀保粮、麻袋搬瓜及拔河等 9个比赛
项目。来自全省 18个省辖市的代表
团队均积极参赛。在举办赛事的同
时，还将举办河南名优特农产品产销
对接会以及“唱响河南”农民文艺表
演，集中展现河南农民新风采。

“大赛将农耕文化与体育文化融
为一体，比赛项目贴近农民的生产生
活，对增强农民健康意识，提高健身积
极性，培养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促进
作用。”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
长、河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
任李铁庄说。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0 月 22
日，省环保厅等六个省直部门对外通
报了我省前三季度污染防治攻坚重
点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以来，我省清洁能源供应明
显增加。截至 10月 19日，全省燃煤

“双替代”累计完成72.8万户，占年度
目标的72.8%。1月至9月，我省净吸
纳省外电量 337亿千瓦时；全省天然
气供应量 83.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1.3%。

为 缓 解“ 垃 圾 围 城 ”“ 废 料 围
城”问题，我省拟在中心城市和人口
大县布局建设一批静脉产业园。截
至目前，各省辖市已初步完成静脉
产业园布局，规划建设 70 个静脉产
业园。

在水污染防治攻坚方面，我省正

努力推进流域重点工程、黑臭水体整
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
工程、整治举措，持续改善水质。

今年安排的 228 个流域重点工
程项目中，已建成63个、在建144个；
各省辖市初步确定的 133 处黑臭水
体中，已完成整治或消除黑臭的 111
处，占比83.5%；全省16079个畜禽规
模养殖场累计完成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14299个，设施配套率88.9%，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6%。

截至 9月，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状
况总体良好，土壤环境风险基本可
控。我省正逐步建立土壤污染防治
体系。

此外，全省正开展垃圾分类和处
置的排查整治，在焦作、洛阳、开封、
安阳等地启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在济源、新密、禹州、兰考、汝
州等地启动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0
日早上，郑州郑东新区热闹非凡，近
千人沿如意湖畔上演了一场广场舞
快闪表演，引得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由此拉开了河南省第二届广场舞展
演序幕。

当天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出彩河南”——河南省第二届广场
舞展演在河南艺术中心广场举行，一
支支舞蹈或柔美婉约，或激情澎湃，
或灵动飘逸，舞出了新时代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次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体育局主办，
省文化馆、河南艺术中心承办。

据悉，该活动自今年7月起在全省
范围内开始报名，经过基层展演选拔、
评审等环节，最终选出18个作品参加
全省展演。展演作品以原创性、地域
性、民族性为导向，具有昂扬向上、传
递正能量的特点。参加展演的18支舞
队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最后，活动评选出优秀集体组织
奖进行表彰，并挑选出优秀演员组建
河南省广场舞表演队，不久将赴京参
加演出。③6

据新华社深圳 10月 22日电 随
着虚拟货币的流行，与之相关的纠纷
频频出现。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宗因投资买卖虚拟货
币引发的纠纷。法院提醒，虚拟货币
的投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要
保持清醒理性。

原告赵某诉称，被告郑某向他介
绍购买“蒂克币”和“DK矿机”的投资
机会，并承诺 3个月还本。出于对被
告的信任，赵某向被告支付了 108万
元，委托被告购买“蒂克币”和“DK矿
机”，并处理相关理财事宜。

赵某认为，被告郑某收到款项后
未如约履行受托义务，既没有为自己
购买“蒂克币”和“DK 矿机”，也没有
如实告知投资事宜。被告郑某仅向
自己支付了 44046元的“收益”后，便
告知其所有的投资款化为乌有。赵
某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福田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委托合同
并要求被告郑某返还委托理财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赵某未提
交证据证明其交易虚拟货币平台的注
册、备案信息及合法性，在虚拟货币的
合法性尚未明确的情况，其投资交易不
受法律保护，且本案可能涉及违法犯
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
围，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赵某的起诉。

法院提醒，根据相关规定，虚拟货
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代偿性
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
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
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发行融资，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
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
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
动，投资者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

插秧、扁担运粮都是比赛项目

首届农民体育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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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郭
君宇）10月22日，焦作市山阳区解放路
东方红街道的孙保家要出售一套房子，
他来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窗
口，5分钟就办妥了二手房办税事项。

这搁在以前，窗口人员需对他的
购房合同、发票、测绘图等24项资料进
行审核，并按照“金三系统”规范，采集
30 余项数据录入系统，需要 20 多分
钟。孙保家说：“现在方便太多了！”

房产交易办税事项一直是群众办
税的痛点难点。焦作市税务局抓住

“放管服”改革契机，率先研发并推广
应用“房产交易纳税系统”，并协调相
关职能部门，设置“不动产业务一窗受
理”窗口，让纳税人享受到便利。

“通过这个纳税系统，窗口人员不
再需要在系统之间来回切换，不再需
要将房产相关的大量信息数据手工逐
项录入，办税时间从平均20分钟压缩
到5分钟，工作效率大幅提升。”焦作市
税务局副局长王跃清说。

焦作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副局长李
森介绍，当事人只需提交一次资料，信
息便可多部门共享，有效减少了纳税人
资料报送环节，也避免了信息的重复录
入，有效实现了征纳“双减负”。③6

焦作

房产办税从20分钟
压缩到5分钟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10月 16日，在博爱靳家岭景区索道站工作的陈小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小胖的家位于博爱县境内太行山最高峰上的靳家岭村。21年前，只有 13户人家

的靳家岭村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为了走出深山，知识改变命运是唯一的选择，寒来
暑往，在那个简陋的石头房教室里，陈小胖和村里的孩子学到了丰富的基础知识。

21年后的今天，当年闭塞的靳家岭正被打造成靳家岭红叶小镇，发展乡村旅游，过去贫
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陈小胖已在景区索道站工作，买了小轿车，还在县城买了新楼房。⑨6

陈小胖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曹萍

10 月中旬，全国各地陆续启动
2018年“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
今年的主题是“安全用药，共享健
康”。近日，中国药学会发布“2018年
公众十大用药误区”，追求疗效滥用
药、自行停药没危害、别人能用我就
用、海淘药品放心用等“榜上有名”。
10月 22日，记者就此进行采访，专家
表示：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适当性
是合理用药的四大原则，遵循这些原
则才能避开误区，保证“药到病除”。

谨慎选择药品 不可随意滥用

据悉，中国药学会发布的 2018年
公众十大用药误区分别是：追求疗效
滥用药、自行停药没危害、胰岛素有依

赖性、使用药品不得法、别人能用我就
用、不良反应很可怕、偏方秘方治大
病、海淘药品放心用、换季就去洗血
管、回避风险不接种。“这些误区涵盖
了用药选择、用药方法等多个方面，药
用不对不仅起不到疗效，还会适得其
反，对肝、肾、心脏等器官造成很大危
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药
师王晓娟说。

听说别人用某种药效果很好，自
己也去药店买来服用，这种跟风用药
风险很大。“人体都存在个体差异，即
使同一种病病情也有不同，随意用药
会耽误治疗，造成危害。”王晓娟说，比
如常见的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可以
防治心血管疾病，但它对胃黏膜会产
生损伤，所以服用前一定要进行血象
和胃镜检查等。

药不能随意用，更不能随意停，一
些患者感觉病情好转了或者症状减
轻，就自行减量或者停药。“有些慢性
病需要终身服药，突然停药会造成病
情加重，严重的会危及生命，降压药、
胰岛素、抗心绞痛药等不能突然停
药。”王晓娟提醒。

如今各种养生节目、养生公众号

等盛行，经常会推荐一些偏方、秘方
等，很多患有慢性病的老人、疑难杂
症患者都会认真记下，当做“治病法
宝”。“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不同病人
用药的用量、疗程都会不同，很少一

个方子适用所有人，所以不可盲目相
信这些偏方、秘方。”河南省中医院肿
瘤科二病区主任马纯政提醒说，尤其
一些癌症患者，经常会寄希望于一些
民间偏方，听信一些夸大宣传，不仅

浪费金钱，还会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延误病情。

海淘药存在安全隐患

现在很多人选择海淘药品，尤其
是一些孩子家长喜欢购买。治疗感
冒、缓解咳嗽的日本“面包超人”、德国

“小绿叶”等成为网红药品，“安全、有
效、不存在副作用”是这些海淘药的最
大卖点。

“海淘药品大部分是通过非官方
途径得到的，没有在国家药监部门的
监管下，质量不能保证；而且说明书和
标签都是外文，用药适应症、用法用
量、禁忌症及用药注意事项等有时很
难搞清楚，家长还是要慎重选择。”河
南省儿童医院临床药师裴保方说。

儿童用药首选还是儿童专用药，但
目前确实存在儿童专用药品种类较少
的现实。“临床上，确实会用到成人药品
或成人规格的药品，这就需要掰开或碾
碎，但控缓释片剂或胶囊剂等是不适宜
掰开的。”裴保方说，儿童不是成人的缩
小版，儿童不能简单减半或减量使用成
人药品，一定要遵照医嘱。③6

药品这样吃 后果很严重

十大用药误区，请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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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疗效滥用药 自行停药没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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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方秘方治大病 海淘药品放心用

换季就去洗血管 回避风险不接种

2018年
公众十大用药误区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上图 2018 年 10
月 16日在索道站工作
的陈小胖。

右图 1997 年 12
月 6 日 7 岁的陈小胖
在石头房教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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