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分钟自测 有无帕金森病迹象

□震颤 □颈肩强直 □走路拖步

□走路手臂不能自然摆动

□做精细动作有障碍

□嗅觉退化 □起立有困难

□书写时有明显障碍和“小字症”

打钩项越多，患帕金森病可能
性越高，最好及时去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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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生最牵

动人心，基层治理

最考验能力。全省

首个“行走的医院”

项目落户汝阳，为

基层患者提供“远

程诊疗”服务；济源

试水民政协理员制

度，让困难群众办

事有了“好助手”。

两地积极开展的创

新和探索，都靶向

基层的“痛点”和

“堵点”，紧扣人民

群众的需求点，把

“为民服务”落到实

处，为我省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提供了

宝贵经验。②29

编者按

本报讯（记者 王平）4 月 11 日是
“世界帕金森病日”。帕金森病是一种常
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多在60岁以后
发病，症状多表现为手、头或嘴不由自主
地震颤，肌肉僵直、行动缓慢以及姿势平
衡障碍等。记者当天在省人民医院采访
时了解到，目前帕金森病患者已出现年
轻化趋势。

据统计，全球有约450万名帕金森病
患者，近一半在中国，而“青少年型帕金森
病”患者占总人数的10%。“这两年临床上
三四十岁的帕金森病患者并不少见，他们
往往有家族遗传背景。此外，发病还与环
境污染、电磁波辐射等因素有关。”省人民
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娄平阳说。

专家表示，“用脑多、便秘、情绪问题
较多”的三类人群易患帕金森病，加强锻
炼、放松心情、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有助于
预防帕金森病。如果发现自己有手臂摆
动减少、肌肉出现绷紧、一侧手臂震颤、
走路动作缓慢、单侧手像“搓泥丸”“数钞
票”一样抖动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尽早确诊治疗。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4 月 11 日，鹤
壁市召开 2019年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工
作推进会，现场向鹤壁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等41
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1098万元。

近年来，鹤壁市按照国家、我省相关
部署，积极落实失业保险各项政策，累计
为180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5837万元，
惠及职工40461人，并为1266名参保职
工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177万元。

鹤壁市人社局局长张国富介绍，为了
进一步强化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
就业”三位一体功能，今年以来，鹤壁市一
方面对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企业按其上年度缴费总额
的50%给予稳岗补贴；另一方面，对取得
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企业失业保险参保职工分
别给予1000元、1500元、2000元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此外，继续降低失业保险征
缴总费率，减轻企业负担。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4月 11
日，助力汝阳县大病不出县“行走的
医院”健康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汝阳
县举行。

据悉，大病不出县“行走的医院”
项目由农工党中央联络工作委员会
指导，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西
部扶贫工作办公室实施，旨在通过农
工党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优质资源优
势，助力贫困地区医疗健康扶贫工
作。汝阳县“行走的医院”项目是该
项目在我省首次落地。

启动仪式上，该项目负责人为汝

阳县村医代表配发了“全科医生助诊
包”，同时向汝阳县捐赠8辆救护车。
该项目还将为汝阳县216个行政村卫
生室配备“行走的医院”全科医生助诊
包，实现全县农村远程医疗全覆盖。

汝阳地处深山区，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和秦巴山区连片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14个乡镇216
所卫生室有大半都在山区，老百姓看
病路程远、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为了
惠及更多群众，汝阳县积极探索建立
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互联网+远
程诊疗”模式。

据了解，“行走的医院”项目为村
医配备的全科医生助诊包内的医疗
设备，可以实现24项血液化验、11项
尿液检验、心电图检查、超声检查以
及血压、血氧、体温的测量，同时还配
备具有远程功能的“医生工作站”。

“行走的医院”项目还将与北京、
上海等地的大型医院进行联网，每日
提供上百个专家远程义诊号源，为群
众提供义诊服务。群众看病时，有关
化验、检查结果可及时通过设备传送
给专家，专家依据结果，通过视频等
形式对患者进行“面对面”诊疗。③6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李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还有
什么困难吗？”4月11日，济源市北海
街道办事处碑子居委会民政协理员
张忠宣走进居民贺六娥的家里关切
地询问。正推着老伴儿李体洲在院
子里休息的贺六娥感动地说：“都好
都好，谢谢您总是为俺家操心。”

几年前，因高血压、脑萎缩等疾
病，李体洲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生
活不能自理。去年，刚刚当上民政
协理员的张忠宣得知李体洲的情况

后，主动上门讲解国家相关补助政
策，在他的建议下，李体洲申请并通
过了二级残疾标准的鉴定。张忠宣
又积极为李体洲办理护理补贴、重
残低保、生活补助等手续。“办这些
手续，俺老两口没有跑一趟，全靠人
家帮忙跑腿，真是太感谢了。”贺六
娥说。

在北海街道办事处，张忠宣是
众多民政协理员中的一个。北海街
道办事处主任赵开颜介绍，2017年
以来，为切实消除基层民政工作中

存在的人员经费少、服务对象多、动
态管理难等“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盲
区，他们在居委会和社区建立了民
政协理员队伍。

济源市民政局局长苗春芳告诉
记者，民政协理员主要在居民低保
申请受理、了解掌握灾情、指导返乡
退役士兵创业、对辖区内优抚对象
各项待遇的落实等方面开展工作，

“我们将在全市推广民政协理员工
作，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更好地
为群众服务。”③5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这里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现在开庭！”4月9日下
午3时，在许昌市中院，一起申请承认德
国某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通过人民法院
互联网开庭专用软件准时开庭。

案件的申请人刘某（中国公民）与被
申请人 M.S.（化名，德国公民）于 2010
年在中国登记结婚，婚后居住德国，后因
双方感情不和，经当地法院判决离婚。

最近，刘某在德国准备再婚登记时，
才知道他与M.S.在德国的离婚判决需经
中国法院承认后才能办理再婚手续。这
可让刘某犯了难，难道他要和前妻远渡重
洋，一同返回中国参加庭审吗？怀着忐忑
的心情，刘某委托其代理人向具有管辖权
的许昌市中院申请承认德国的离婚判决。

许昌市中院受理后，用电子邮件与
双方当事人沟通，决定进行互联网开庭。

当日，多方会议模式在人民法院互
联网开庭专用软件上开启，合议庭成员、
申请人刘某、被申请人M.S.及翻译人员
三方三地同时在线开始庭审。经过约 1
小时的审理，合议庭进行了合议，并当庭
作出裁定，承认德国离婚判决。

“利用科技手段远程开庭，不但减轻了
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也能有效提高办案效
率。这次办理跨国婚姻案对我们的智慧法
院建设也是一次检验。”审判长王秋霞说。

法官提醒，涉外婚姻案件关系到两个
国家的不同法律体系以及不同的婚姻管
理政策。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
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
事人可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
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与我国
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
判决，按照协议规定申请承认。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 月 11 日，
记者从郑州大学获悉，今年该校继续面
向我省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
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
村学生实施高校专项计划，进一步拓宽
农村学生就读重点高校的渠道。

今年郑大高校专项计划 19个专业
拟招 320人。其中，文科专业6个、理科
专业13个。按照规定，考生生源省份须
为河南，且符合2019年统一高考报名条
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
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
连续 3年以上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
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于 4月 15 日至
25日报名期间，登录特殊类型招生报名
平 台 （http：//gaokao.chsi.com.cn/
gxzxbm），按要求上传真实、完整、清晰
的申请表格和相关证明材料。郑大将择
优确定入围名单，于5月底前在郑州大学
招生网公示，并报送河南省招生办公室
及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等网站进行公
示。高考成绩达到我省本科一批次科类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入围考生，可填报郑
州大学高校专项计划招生专业。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11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第 37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该公司科学调配运能，加开“牡
丹花”号临客列车 16对，以最
大限度满足旅客“赏花游”出行
需求。

据了解，牡丹文化节期间，
铁路客流主要往返于洛阳、郑
州、商丘、安阳、三门峡等城
市。加开临客列车具体如下：

4月 12日至 14日、4月 19
日至 21日、4月 26日至 27日，
加开周末线三门峡南—郑州东
G9872/3次、G9874/5次，郑州
东—洛阳龙门G9203/4次，郑
州东—商丘G9192次，商丘—
武汉 G4535/6次，商丘—洛阳
龙门G9193次，洛阳龙门—郑
州东G9194次，郑州东—安阳
东 G9196/5 次 ，洛 阳 — 商 丘
K5370/69 次 ，洛 阳 — 郑 州
K5360/59 次等。4月 12日至

29日，将原图定周末线郑州东
—洛阳龙门G6695次、洛阳龙
门—商丘 G6696/7次、洛阳龙
门—郑州东 G6698/9次、洛阳
龙门—郑州东G6700次，由单
组列车调整为每日重联开行。

铁路部门提示，牡丹文化
节期间加开具体车次、停靠站、
时刻等信息均以中国铁路客户
服务中心12306网站或各大车
站公告为准，请广大旅客关注
相关车次，合理安排出行。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郑州市要给
市区内的老旧小区换新颜，市民关心的
停车位、小区道路、绿化、乱搭乱建等都
在改造范围之内。

4月 9日，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
该市已下发《郑州市老旧小区整治提升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计
划用两年时间对市内五区（中原、二七、
金水、管城、惠济）的老旧小区进行整治
提升，同时，明确该项工作所需资金由
各区承担，物业管理提升所需经费，区
级财政将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不
低于0.3元进行补贴。

《方案》要求，市内五区2002年以前
建成投入使用的住宅小区列入整治提升
范围。已列入棚户区改造、三年内征收拆
迁、“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
管理）改造移交计划的老旧小区除外。

据介绍，老旧小区的改造，将从居
民最关心的交通道路、停车问题、基础
配套等做起。2019 年、2020 年各完成
整治任务（个数）的 50%，基本达到“园
区道路平整、绿化种植提质、路灯廊灯
明亮、楼宇标识清晰、车辆管理有序、线
路管网规整、建筑外墙美观、安防设施
齐 备 、管 理 组 织 健 全 、物 业 服 务 规
范”十项目标。③9

农村学生考郑大
可享福利

鹤壁41家企业
获稳岗“大礼包”

郑州将提升改造
市内老旧小区

帕金森病已不是
老年人专属

视频庭审跨国婚姻案

许昌智慧法院
让当事人“零跑腿”

关注“世界帕金森病日”

民生法眼

“行走的医院”让百姓看病更方便

消除“最后一公里”服务盲区

河南这俩地儿有了好做法
汝
阳

民政协理员“上门”服务困难群众

她时代 更出彩
——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经济·她出彩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洽谈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浩荡春风暖，又绿河之南。4月 7
日至 9日，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
经济·她出彩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洽
谈活动在郑州举行。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省妇联
首次参与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女性主题论
坛；

这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女性
力量崛起，推动摇篮的手正在推动世
界”。“‘她消费’未来将成为市场主流、
主导和主体”……论坛现场金句频出，
深度挖掘女性消费新动能，研讨女性
消费新经济。

这是一次女性的盛会——全国妇
联联络部部长牟虹专程赴郑，向论坛
的举办表示祝贺。佛得角共和国驻华
大使塔尼亚·罗穆阿尔多、苏里南共和
国驻华大使陈家慧、斐济共和国驻华
大使夫人莉迪亚·坦吉萨金鲍等，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专家学者、知

名女性及行业客商 300 余人齐聚中
原，共话女性消费、共议女性经济、共
创女性出彩。

聚焦“她消费”推动“她经济”

在 4 月 8 日下午举办的 2019“一
带一路”她消费·她经济·她出彩合作
论坛上，“她”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
吹取三山去’‘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男女并驾，如日方
东’，这三句诗词告诉我们要微笑面对
生活，男女携手，会迎来更出彩的‘她
时代’。”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民
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用诗
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她对新时代女性更
加出彩的理解。

“河南女性在新时代是可以大有
作为的。‘她经济’女性是创造者，‘她
消费’女性是拉动者，‘她出彩’女性更
是担当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
主旨演讲中，作出了未来 10年“她经
济”将更加出彩的判断。

“当下女性的消费从以家庭消费向
提升自我价值回归。同时，女性的审美
也有所改变，从一味追求瘦到崇尚线条
感、力量感、协调性的健康美。”奥运冠
军、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邓
亚萍从运动让女性更美丽的角度，侃侃
而谈自己对女性消费的看法……

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离岛
妇女联会会长杨志红，香港建业地产
公司、建业中国副总裁闵闵，长江润发

集团总裁郁霞秋，河南省进口物资公
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徐平，
中山市省省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刘翔，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
所主任、省妇联副主席（兼）李煦燕等
逐一登台，传承丝路精神，共叙美好情
谊，共谋合作愿景，聚焦“她消费”，推
动“她经济”，促进“她发展”。

与此同时，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的“她消费·她经济——现代生活馆”
中，一场场靓丽的服装秀、茶艺展示，
吸引了众多嘉宾的目光。展馆以时
尚、健康、环保、智能生活为主题，共展
出与现代生活相关的55家企业的9类
产品，展示智能环保、求新求健求美的
现代生活消费趋势，反映女性优雅、知
性、进取的时代风采。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社区里的‘妇女
之家’，近距离感受基层妇联为居民做的
一件件实事。”4月7日下午，伴着午后温
暖的阳光，塔尼亚·罗穆阿尔多、陈家慧、
莉迪亚·坦吉萨金鲍走进郑州市金水区花
园路街道农业院社区，在“妇女之家”中与
孩子们一起制作手工编织挂饰，练习用毛
笔写汉字，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在农业院社区，热心的李淑霞大
姐投身志愿服务，为孤寡、高龄、重病
老人送去营养“靓汤”；亲子阅读、手工
编织等活动拉近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距离……“河南基层妇女工作非常丰
富多彩，能够为发展妇女事业打下良
好基础。我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经验带

回苏里南。”陈家慧说。
历史长河中，九朝古都洛阳作为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集聚着东西方
文化的繁荣和商贸的繁华。4月 9日，
嘉宾们走进洛阳，在中国国花园、平乐
牡丹画创意产业园、三彩小镇等地，考
察牡丹种植项目、牡丹文化产业等对
女性就业的带动情况，了解洛阳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三彩艺术底蕴。

“这次活动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妇女的发展，促进中国妇女与我国妇女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论坛中，塔尼亚·罗
穆阿尔多说，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将惠
及更多妇女民众，增进沿线国家妇女交
流，让我们“心心相通”。

省妇联主席郜秀菊表示，经济因互
通而繁荣，文明因交流而多彩。相信论
坛会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贸往来、人文交流，适应经济、消费发展
变化趋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
积极作用，河南女性将与全国女性，乃
至世界女性加强沟通、开展合作、共谋
发展、共创梦想、共赢美好未来。

来洛阳 赏牡丹 牡丹文化节期间
郑州铁路加开临客列车16对

4月 11日，在洛阳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等
洛阳市区主要牡丹观赏园，各色牡丹大片盛开，
全面进入盛花期，众多游人畅游花海，感受国色
天香。⑨3 张光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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