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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曹咏）近日，
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悉，由该院牵
头建设的我国首家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验收，这将
进一步促进我省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提升。

2017年 6月，我国互联网医疗领域第一个
国家级科技平台——互联网医疗国家工程实验
室正式落户郑大一附院，实现了我省医疗卫生
领域国家级科技平台“零的突破”。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实验
室负责人赵杰介绍：“3年来，实验室围绕制约
互联网诊疗的关键问题，引进培养人才，开展
互联网医疗终端关键软硬件、互联网医疗服务
系统与关键技术、互联网医疗临床应用关键技
术的研发及标准体系的研制，累计承担实施国
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10项，申报国家发明及实
用新型专利 34项，研发部署 5GSA智慧医疗
专网，开发出 5G远程移动急救车、移动查房
机器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
术，为推动互联网医疗相关产业发展、保障人
民生命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③8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1月 5日，记者走访洛
阳市开元湖商圈十余家商铺，发现大部分连锁餐
饮企业、奶茶店和咖啡店已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
吸管，纸质吸管和PLA（聚乳酸）可降解吸管正式

“上岗”。
2020年 6月，洛阳被列入我省白色污染治理

试点城市。根据《洛阳市加快白色污染治理实施
方案》，从 2020年年底开始，全市范围内餐饮行
业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城市建成区全
面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塑料制品。

奶茶店作为吸管的消耗大户，是此次“限塑
令”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从今年1月 1日起，
全省门店已统一更换成可降解的吸管、勺子和塑
料袋。”一家连锁奶茶门店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纸质吸管在 55摄氏度以下的热饮中，可耐温
4小时，55摄氏度以上可耐温2小时，大部分顾客
接受更换吸管。

在一家超市收银区，自带购物袋的市民明显
增多。“超市从今年开始使用生物降解购物袋。”
一名收银员表示。

记者在一家药店看到，工作人员给顾客提供
的购物袋是纸质袋子。不仅如此，塑料棉签等一
次性塑料制品也全部下架。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市民对“限
塑令”表示支持，还有部分市民提出建议。“有些
店铺的吸管质量欠佳，配料根本吸不上来。”奶
茶爱好者李女士希望替代产品的质量要有保
障，在环保的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好的体验。

洛阳市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引进培育一批替代产品生产企业，实
施一批生物基可降解塑料材料项目，有序推广使用可降
解、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产品。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梁莹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张晓静）“奶茶店里提供的吸管是纸质的。”1月 6
日，濮阳市民徐芊一回到老家，就发现诸多“绿色”变
化，如超市提供的是可降解塑料袋、各商家在醒目位置
张贴“禁限塑”宣传单或标语等，“跟之前相比，这些‘环
保新品’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作为我省“禁塑”“限塑”的4个试点城市之一，濮阳
于 2020年 9月制定出台《推广使用生物基可降解制品
加快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塑料制品长效
管理机制，在商超、快递、餐饮、农用等多个领域向“白
色污染”说“不”。

2021年新年钟声响起，濮阳“禁
限塑令”也迎新求变。在餐饮领域，
纸质吸管或PLA材质吸管已替代一

次性塑料吸管成为主流；在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
活动中，不可降解塑料袋成为历史；在全市 25个集贸
市场里，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未见销
售和使用。

如何使“限塑令”更进一步？濮阳从产业着手加快
替代产品研发。南乐县主导实施的濮阳生物基材料产
业集群，是两个国家级示范集群之一，以玉米淀粉、秸
秆为原料，到可降解塑料袋、薄膜、一次性餐盒等终端
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基本形成，年总产能达50万吨级。

“全面提升生物基材料产业创新能力、扩大产业规
模，濮阳将力争于2025年年底前，成为全省塑料
污染治理替代产品供给端的重要保障基地。”濮
阳市生物基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③9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

1月 5日，开封。10时 25分，河南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患者故
事”发布会开始了。

“自从得了这个病，感觉自己和别人都不一
样，很自卑。”说话的是杞县沙沃乡的李海平，
一位帕金森病患者。8年前，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走路左腿抬不起来，动
作变得缓慢，还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颤抖……

药吃着，钱花了，但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直
到前往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李海平才
被确诊为帕金森病。那几年，他靠着吃药还能
正常生活，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兔子养殖场，扶
养两个孩子长大。

但随着病情发展，各种“不正常”的表现成
为笼罩日常生活的阴影，更是压垮他自尊的最
后一根稻草。

“研究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帕金森病
发病率为 1.7%，每年新增患者约 10万人。据
此推算，目前国内帕金森病患者已经超过300
万人，我省超过20万人，很多家庭因病致贫。”
河南大学临床医学院副院长何承介绍。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河
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的一次“世界帕金森
病日”科普活动上，李海平了解到一种帕金森
病的外科治疗“黑科技”——脑起搏器手术。
2020年 1月，他在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
植入了脑起搏器。术后醒来的那一瞬间，颤抖
消失了！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我省率先引进该
项技术的医疗机构之一，已为近20位患者进行
了手术治疗，去年该院为一位少儿帕金森病患
者成功实施手术，更是开了先河。

手术后，李海平爱上并自学了魔术。“魔术
让我证明了帕金森病患者也可以做到很多看似
不可能的事情。”在高科技手段的助力下，他凭
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成为改变自己人生的

“魔术师”。如今，他把养殖场照顾得井井有条，
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公益行动，当起了残疾人信
息采集员和人口普查志愿者。③8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除 110、119、120、
122等紧急热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今
年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
个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 12345
热线），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确保
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
置和办理，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

《意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明

确热线归并方式。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较低的
热线，取消号码，统一归并到12345热线。话务
量大、社会知晓度高的热线，保留号码，与12345
热线双号并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在
各地区设立的热线，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12345
热线，建立电话转接机制。

二是优化12345热线运行机制。建立健全
热线工作管理体系，明确12345热线管理机构
和受理范围。优化工作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
类办理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规则，强化
信息安全保障，推进各级12345热线平台向同
级有关部门实时推送所需的全量数据。建立热
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加强综合评价，压实诉求
办理单位责任。

三是加强 12345热线能力建设。做好热
线接通能力保障建设，拓展受理渠道，加强热
线知识库建设应用和队伍建设。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对照地方12345热线归并清单细化工
作步骤，确保按期完成热线归并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王金霖）去年 12月
30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广应用河南
省冷链食品追溯系统的通告》，核心内容是“河南省冷链
食品追溯系统”（以下简称“豫冷链”）已上线运行。该系
统可实现我省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等进口冷链食品全
程追溯管理。同时自今年 1月 6日起，消费者购买进口
冷链食品也要实行实名制，即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扫码，核
对产品信息与追溯码信息是否一致。消费者不能扫码购
买时，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对消费者进行实名登记，并将登
记信息上传至“豫冷链”。

实名购买进口冷链食品的第一天，记者通过走访郑
州市内多家大型超市，以及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为读者带来“新规”的执行情况信息。

当天，麦德龙超市销售进口冷链食品的冰柜上，都放
置了醒目的“进口冷冻商品专区”提示牌，所有商品的外
包装都贴上了溯源系统的二维码。冰柜里的商品数量、
消毒日期、时间、方式也都在提示牌旁边的消毒记录单上
记录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每个冰柜上都放了一次性
手套，供消费者选购时佩戴。

需要提醒的是，郑州市多个超市的进口冷链食品外
包装上都贴有“郑冷链”的溯源二维码，贴“郑冷链”的二
维码就相当于贴了“豫冷链”的二维码。目前，该系统已
覆盖全省各地。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无论目前卖场措施
如何，消费者在选购冷链食品时，一定要注意有无溯源二
维码，并扫码或实名登记购买。”③4

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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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购买冷链食品实打实

塑料吸管“拜拜”纸质吸管登“台”

环保购物袋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 李林）为方便市民申请公租房，自
1月 4日起，郑州市在全国首创推出公租房申请“掌
上办”“零次跑”“当日办结”服务。1月 6日，记者采
访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获悉，该项措施一经推出即
受到市民青睐，网上“一次办成”日均超1800户。

为落实郑州市委、市政府“一网通办、一次办
成”及“双减”政务服务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三房
两改”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我要申请公租房”事项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2020年 12月 17日，郑州市
出台《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和审核程序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

“以前公租房申请‘多材料、多部门、多次跑’需
要 44天才能办结，现在只要符合条件，在手机上点
开‘郑好办APP·一件事专区·住房保障一件事’，当
日申请、当日审核、当日办结，真是方便快捷！”郑州
市民王飞感叹，城市变得越来越“智慧”，办事越来越
好办了！

据介绍，1月 4日，元旦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
“郑好办APP·一件事专区·住房保障一件事”迎来大
批公租房申请者。“自1月4日起，网上办结的公租房
申请日均超 1800 户，目前成功排到公租房号的有
164户。”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资源管理处副处长
杨其林介绍。③5

上图 市民在郑好办 APP 上申请公租房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上“郑好办”申请公租房
真好办

本报讯（记者 陈辉）《河南省电信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今年元旦起正式施行。《条例》第三十二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电信用户同意，不得向其发送
商业性信息。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技术手段建设，
提升识别和拦截能力，加大对商业性信息、垃圾信息和
骚扰电话的治理力度。”新规实行后，不良信息有没有得
到根本整治？1月6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到运营商营业厅采访，消费者有的说感觉
垃圾短信少了，有的表示还接到不少骚扰电话。

记者也翻看了自己的手机短信，今年元旦后，分
别收到了运营商的各类通知以及开户银行、购物网
站、快递公司等发来的多条信息，均和日常业务相
关。再往前翻到去年 12月份，至少出现了四条来路
不明的补习班、培训班等推销广告。在骚扰电话方

面，元旦以来，记者每天至少接到一次推销房子的电
话，还拒接了多个显示为外省电话号码的来电。

省通信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条例》施行前，
已经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了宣传，运营商也加大了对
不良信息的拦截。他表示，不良信息治理牵涉到多
个部门协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经过多年整治，诈骗信息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很
大成效。现在消费者反映最多的是商业信息泛滥，
但商业信息现阶段无法避免，消费者和商家都有这
个需求，关键是不能给用户造成骚扰。”这位负责人
表示，现在电话已经全部实行实名登记，如果用户认
为频繁受到信息骚扰，可以向 12321网络不良与垃
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举报，如果感觉接到了诈骗电
话，也可以直接打110举报。③5

骚扰信息少了

新规已“上岗”
效果看一波

今年 1月起，一大批新规

正式实施。实名制购买冷链

食品，公租房申请网上办理，可降解吸管、购

物袋正式“上岗”等一系列与每个人生活息

息相关的新规，直面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痛点难点问题，体现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定初衷。

新规实施效果如何，落地后给人们生活

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本报记者近日采写一

组稿件，一探新规“上岗”究竟。②46

编者按

顾客展示生物降解购物袋⑨3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摄

纸质吸管⑨3
本报记者 梁莹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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