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民生新闻│05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晓波 王文齐 美编 王伟宾

立法

民生速递

去年，首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成功举

办，吸引天下英才齐聚中原。

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6日至 27日举办。大会

早在今年6月启动以来，就一

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企事业单位如何参会？

人才如何寻找合适岗位？受

邀参会嘉宾如何与会务人员

对接？为了做到精准服务，8

月21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网络平

台2.0版本上线，通过该

平台可以实现岗位信息

发布查询、政策咨询、人

才交流、项目对接、会务

保障服务“一网打尽”。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21 日，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河南省 2019年下
半年自学考试报名须知》发布，网上报名
时间为9月 3日至6日，首次报名的新考
生现场确认时间为9月4日至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
龄、民族、信仰、职业、文化程度的限制，
均可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
本科各专业的考生，申请办理本科毕业
证书时，必须交验国家承认的专科及以
上学历证书原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根据安排，9月3日起，考生即可登录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
台”（zkwb.heao.gov.cn）报名。

新考生报名流程为：网上注册并填
报个人基本信息——网上报考课程并缴
费——持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在规定时间
内到所选择的报名确认点进行现场照
相。未经现场确认的报名无效。涉及持
港澳台证件报考的新生，可按系统提示
录入报名基本信息。

在籍考生只需网上报考、网上付费
即完成报名。但在籍考生如果没有采集
照片，必须持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报名
确认点进行照相，否则报名无效。

持有 9位考号准考证的考生，按网
上系统提示进行报名，付费成功后持第
二代身份证原件到信息确认点照相，否
则报名无效。③9

下半年自考
9月3日开始报名

健康

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21日上
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
言人臧铁伟举行第一次记者会，介绍立
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
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立发言人
机制，由法工委研究室主任臧铁伟和立
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担任发言人，定期
或者不定期召开记者会，更好向社会公
众介绍立法工作情况。会上，针对近期
频发的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臧铁伟
表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时已将这个问题作
为重点予以研究，草案三审稿将在现行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对高空抛物
坠物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臧铁伟介绍说，对于高空抛物坠物，
我国现行法律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
民事责任等方面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
这类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尚未构成刑
事犯罪的也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建
筑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追究行政
责任。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并不能免除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难点主要在于要及时准确查明高
空抛物和坠物的责任人，这就要求公安
机关等相关机关及时调查、认真查清。”
臧铁伟说，“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
用，查明责任人之后，该承担什么责任就
要承担什么责任，严格执法。另外，还要
提高建筑物设计施工的质量，提高公民
素质，切实减少高空抛物和坠物情况的
发生。”

高空抛物坠物频发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将作针对性规定

本报讯（记者 王平）8 月 20 日下
午，一场以“红色警戒：痛风逼近年轻人”
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风
湿免疫科举行，该科主任楚天舒提醒：痛
风正在逼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大家务
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别让这种“痛
不欲生”的疾病“找上门”。

痛风是一种尿酸盐结晶沉积所致的
晶体相关性关节病。“引发痛风的根本原
因就是高尿酸血症，这是一种嘌呤代谢紊
乱所致的疾病。这个沉积于体内‘沉默的
杀手’带来的不仅仅是痛风，还会引发关
节变形、尿毒症、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
等。”楚天舒说，以往，痛风大多数出现在
40到50岁年龄段的人群，但现在门诊上
20多岁的年轻痛风患者很常见，这和年轻
人现在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密切相关。

痛风的治疗，关键在于从源头控制
尿酸升高，应通过合理调节饮食降低尿
酸数值。省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赵妍
娟建议，年轻人平时应酬较多，但啤酒、
火锅请勿贪多；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
比如生猛海鲜、大鱼大肉、动物内脏；减
少富含果糖饮料的摄入；戒烟限酒，增加
新鲜蔬菜的摄入；大量饮水，每天 2000
毫升以上。③4

痛风逼近年轻人
火锅海鲜莫贪多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 月 21 日，郑

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即日起，郑州交警
微信公众号增加违停车辆拖移告知服务平
台，警方通过此平台第一时间告知车主车
辆被拖移的相关信息，方便群众及时处理
违法停车行为。

警方介绍，车主只需关注“郑州交警公
众服务”微信公众号，按照步骤进行实名认
证，即可绑定车辆信息，适用于河南省内的
机动车（包含豫 A 和豫 A 以外牌照）。目
前，这项违停车辆拖移告知服务仅在郑州
市区交警一大队至六大队管辖区域实行，
经过一段时间试行后，将在郑州市全面推
开。

“您的车牌号为豫A12*45的车辆，于
2019年 8月 20日 15时因违法停车已由交
警一大队一中队拖移至***停车场，请知
悉。”郑州市交警支队一位民警演示了推送
的微信内容。这位民警说：“以往交警在拖
移违停车辆时，一般采用放置拖车告知牌、
用粉笔在地上留信息等方式，由于受外界
因素影响，车主无法及时得到通知，不清楚
取车流程，找不到车辆存放地点，不仅耗时
耗力，办事效率也低。这项微信告知服务
开展后，关注‘郑州交警公众服务’微信公
众号的车主，车辆一旦被拖走，立刻就会收
到微信推送提醒，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取车
效率。”③6

叮！郑州违停拖车微信提醒上线啦

关于违停拖车，你关心的都在这

1
问

扫
二
维
码

实
名
认
证

接收车辆拖移提醒的条件？
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关注微信号

“郑州交警公众服务”；二是实名认证并绑

定车辆信息；三是河南省内（包含豫 A 和

豫 A 以外牌照）的车辆。

被拖车后如何取车？取车时需要
携带什么材料？

微信号“郑州交警公众服务”微信平台

提醒消息详情页汇总了市交警一至六大队

的停车场地址，方便用户导航前往。

取车时请携带：驾驶员驾驶证、车辆

行驶证、有效期内交强险保单（查看原件

和留存复印件）；具体取车流程建议咨询

停车场或交警大队。

外省车辆、非车主本人，没有绑定
车辆，也没有收到推送，如何查询

拖车信息？
一、拨打 110 查询；二、在“郑州交警

公众服务”微信号对话框中回复“停车场”

或“拖车”等关键词，即可获取停车场地址

电话，根据车辆原停放位置拨打相关辖区

交警大队电话咨询。

后期将上线在线查询功能，用户关注

“郑州交警公众服务”微信号，输入车辆信

息即可查询。

电动车、无牌照车辆如何录入提醒？
目前，电动车、无牌照车辆暂无法

录入系统。功能上线前三个月是试用期，

后期会密切关注使用情况和实际需求，收

集各类问题，并在不久的将来升级改版，

其中就包括对无牌车辆和电动车、大面积

乱停的共享单车拖移信息的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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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属于被拖移范畴？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又

无其他机动车驾驶人即时替代驾驶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依法给予处罚外，

可以将其驾驶的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

地点或者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一、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和区

域；二、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

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三、人行道（按规

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四、人行横道和

施工地段（施工车辆除外）；五、交叉路口、

急弯路口、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

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米内的路段；六、

公交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

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30米以内的

路段（使用上述设施的车辆除外）；七、法律、

法规规定禁停的其他路段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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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届大会预计开设八场专题论坛，
将邀请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和嘉宾。2.0 版本新
平台开发了线上大会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会
议平台化服务、嘉宾动态化管理、车辆智能化调

度等，为参会人员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在保
障功能和服务效能上有质的提升。

“嘉宾到河南后，平台会将嘉宾的参会议
程、住宿、乘坐的大巴车号、紧急联系人等信息

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推送到手机上，做到无缝
对接，让专家没有后顾之忧。”大会组委会工作
人员说。③6

我省招才引智大会网络平台有了升级版

简历“秒”上传 数据“牵”红线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瑞倩

据了解，2.0 版的大会网络平台，开辟了高
层次人才引进“网上绿色通道”，实现引才手续
网上一次性办结。

对求职者而言，上传简历的环节必不可
少。新平台为了更加精准服务求职者，将简历
信息设置成7个大项、50多个小项，涉及个人基

本信息、求学经历、工作经历、获奖情况等。“信
息越详细，求职越精准，填写信息的过程也会更
麻烦。”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为此，新平台
新增了“插件”，求职者可以将已有的简历Word
文档、PDF文档或者图片资料以附件的形式上
传，新平台能自动识别信息内容，精准填写到相

应的栏目里，实现简历“秒”上传。
据了解，今年，大会还将“走出去”举办 6

场省外招才引智活动，新平台针对 6 场省外
活动专门开辟独立页面，方便高层次人才及
时掌握线下招聘活动需求信息，满足线上线
下随时交流。

截至 8月 21日 19时，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网络平台监测信息显示，通过
网络平台已经征集了 8294 家用人单位、9.7 万
个用人岗位，涉及快消品、石油化工、建材建
筑、农林牧渔、先进制造等多个行业。

在海量庞杂的信息中，供求双方如何精准
“对上眼”？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 版的网络

平台采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为供求双
方精准推送信息。“升级后的新平台会提示每
一位注册的求职者进行一项 35 道选择题的

‘胜任力测试’，并根据答题结果将求职者划
分为 5 种不同类型。”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大数据会根据求职者的简历信息、胜
任力测试结果来牵线搭桥，让岗位与人才精

准“对上眼”，既提高求职者的成功率，也增加
用工岗位的稳定性。

同时，新平台大数据管理与统计监测可实
现对人才（项目）信息的汇总和综合分析，便
于各成员单位更精准地了解人才（项目）征
集、签约情况，更好地跟踪、服务人才，加速项
目落地。

求职者更方便 个人简历即刻上传

大数据当“红娘”岗位与人才精准“对上眼”

议程“送到手”保障服务效能质的飞跃

2

3

8月 20日，宜阳县
上观乡上观村灰墙黛
瓦，石板街道、绿水青
山交相辉映。该乡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走
“生态路”，打“休闲牌”，
将生态元素、老村落和
农耕文化相融合，走
出了一条“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乡村振兴道路。⑨6
田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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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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