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市安全文明上网倡议书
全市广大网民朋友们：

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
式和价值观念。同时，由于网络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网络违法不良行为
频频出现，致使网络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为促成和谐向善的网络风
气，呵护绿色健康的网络生态，焦作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特向全市广大
网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一、强化安全意识，做网络安全的维护者
网络安全维系着国家安全，要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国家利益

底线，合理使用网络资源，不通过互联网传输有害国家和本地秘密的
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不通过互联网攻击网络系统、窃取各种秘

密，并积极监督举报各种危害网络安全的不法行为，推动网络空
间安全发展。

二、坚守法律底线，做网络法制的建设者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自觉遵守宪法和《网络安全法》等互联网相

关法律法规，自觉选择健康信息，不参与有害信息的制作和传播，拒绝
传播违反国家法律、影响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和宗
教信仰的信息。

三、崇尚社会公德，做网络文明的推动者
互联网是人类共同的家园，需要共建共享。要坚守社会公共秩序底

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认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具体要求，理性上网、文明上网，自觉
抵制网络虚假信息、低俗信息和网络谣言，坚决反对网络暴力，推动网
络空间绿色发展。

四、唱响网络旋律，做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

互联网是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要自觉接受
先进网络文化熏陶，远离不良网络信息；发挥互联网优势，大力传播中
华优秀文化、传递正能量，唱响网上“中国好声音”，促进绿色网络建
设。

广大网民朋友们，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成为有高度的
安全意识、有文明的网络素养、有守法的行为习惯、有必备的防护技能
的“新时代中国好网民”，为建设我市网络安全环境而共同奋斗，为推
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注入我们焦作广
大网民的强大动力！

焦作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酶法精品4-AA项目（一期年产200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我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酶法精品
4-AA项目（一期年产200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目前已
基本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的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信息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建设性质
项目名称：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酶法精品

4-AA项目（一期年产200吨）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东部园区，焦作健康元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院内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2hq7LUyDV5OmoSSfc1oiQ
2.《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酶法精品4-AA

项目（一期年产200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已
放至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公众可以联系相关人员进厂查阅。

三、公众参与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四、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形式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建设所影响到的公民、法人、组织等。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进入征求意见稿网络

链接下载附件），并采取发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设项
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信息公开后10天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东部园区，焦作健康元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院内
联系人：潘 工
联系电话：13723188393
电子邮箱：2774830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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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提醒

健康贴士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为规
范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秩序，优化
节日市场消费环境，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价检部门从即日起对我市国庆
期间市场价格行为进行大检查。该
检查将一直持续到假期结束。

国庆期间将迎来旅游高峰，
市价检部门将着力规范景区停
车、餐饮、住宿、购物、导游、
观光、娱乐等环节的价格秩序，
查处旅游购物店串通涨价、虚假
打折、虚假优惠、低标高结、模

糊标示价格、不标示价格附加条
件，旅游住宿、餐饮、购物等场
所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在整顿和规范商家的促销行
为中，市价检部门将通过发布消
费警示、主动上门服务、召开提
醒告诫会、印发提醒告诫函等方
式，督促经营者完善价格促销方
案，规范降价、打折、返券、赠
送等促销行为。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价

检部门将以属地检查为主，坚持
服务与规范、日常巡查与重点抽
查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政策宣
传、提醒告诫、行政处罚和媒体
曝光等多种方式，加强市场价格
监管，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同
时，12315和12358两个举报电话
24小时畅通，及时受理价格举报
投诉、答复价格问题咨询，市价
检部门将通过现场调解、协商退
款等多种方式，及时化解价格纠
纷矛盾。

我市开展国庆市场价格大检查
市民可拨打电话12315、12358进行举报投诉

昨日，
记者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根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
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
回升。今天到后天无降水，
最高气温30℃。

我市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23日，晴间多云，偏西风2～3
级，气温14℃～29℃；24日，
晴天到多云，偏西风 2～3
级 ， 气 温 15℃ ～30℃ ； 25
日，多云到晴，偏西风2～3
级，气温15℃～28℃。

许明霞

今天到后天无降水
最高气温30℃

发现听力下降后，很多
老年人会扛着，很少愿意佩
戴助听器。近日，美国密歇
根大学家庭医学系一项新研
究发现，听力损伤的老年人
及时佩戴助听器可降低老年
痴呆症、抑郁症、焦虑症及
跌倒受伤的风险。

研究人员认为，听力损
失后不戴助听器会导致社会
交往减少、失去生活独立
性、身体平衡功能下降等不
良后果。及时矫正听力损失
有望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状况，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
质量。 人民网

早戴助听器
可降低老年痴呆症及跌倒风险

新华社武汉9月22日电
（记者黎昌政）武汉一市民吃
坏了肚子，信奉“饥饿疗
法”绝食三天，没想到腹泻
没治好还“饿”出了急性肾
衰。秋季是各类腹泻高发
季，专家提醒，发生腹泻一
定要继续进食，长期不吃不
喝不仅会引起胃肠不适，还
会导致人体脱水，对肾脏造
成损害。

王先生几天前出现腹泻
症状，他想起老家有不吃不喝
的绝食土疗法，于是随后两天
不吃东西，渴极了才喝少量
水，上厕所次数明显减少。他
自以为腹泻快好了，不料第

三天突然感到身体乏力，恶
心呕吐，在武汉市中心医院
被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
经透析治疗后终于转危为安。

武汉市中心医院肾病与
风湿内科主任陈文莉介绍，
腹泻本来就会导致身体营养
损失，腹泻后不吃少喝甚至
不喝，会加重身体脱水和电
解质紊乱，使循环到肾脏的
血容量不足，肾小球滤过率
下降，易引起肾衰竭。

陈文莉提醒，腹泻后要
继续正常饮食，适当补液，
饮食原则上要易消化，如鸡
蛋羹、麦片粥、米粥、面条
等，忌食生冷、油腻食物。

“饥饿疗法”治腹泻不可取

本报讯（记者杜玲）备受社
会关注的2019年全市职工非因工
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
定工作启动。记者昨日从市人社
局获悉，即日起，我市职工病退
统一鉴定开始申报，9 月 30 日前
市直单位报名结束，10月12日前
各县 （市） 区申报结束，申报时
须带齐住院病例、诊断证明等相
关材料。

据了解，今年，我市职工非
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
度鉴定工作全面推行自愿申报、
公开报名，严格按照劳动能力鉴
定的办法实施。参加焦作市社会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
职工，均可进行职工非因工伤残
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
凡符合因病提前退休条件的，由
个人写出书面申请报名。参加市
本级统筹的职工，到所在单位报
名；档案托管人员、失业人员分

别向人事代理机构或失业保险机
构提出鉴定申请，参加县 （市）
区统筹的企业职工到各县 （市）
区人社局报名。

根据相关规定，申报鉴定工
作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
室统一组织实施。根据职工所患
疾病的不同，须提供各种特殊检
查报告单和化验单等相关资料
（复印件加盖医疗机构印章）。

癌症病者提供病理报告单、
CT片或核磁共振片及报告单，或
某些特殊类型肿瘤相关的检查确
诊资料；心脏病者提供近期心电
图或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 （包
括心功能测定），冠心病介入置入
支架的提供支架条形码；肝脏病
者提供近期肝功能 （谷丙、谷
草、白蛋白、胆红素）、乙肝六
项、丙肝抗体、凝血四项报告
单，胃镜、近期B超和CT片及报
告单；肾脏病者提供远近期尿、

肾功能、血常规化验单，B 超和
CT片及报告单；血液病者提供远
近期血液、骨髓化验单或有关特
殊检查确诊资料；肺部疾病者提
供胸片、胸部 CT 片、肺功能测
定报告单，心电图及其他相关检
查资料；脑血管意外者提供头颅
CT片或核磁共振片及报告单，瘫
痪者还需要提供肌电图，癫痫者
还需要提供脑电图；眼科病者提
供近期的视力、矫正视力资料，
视野报告单，眼电图、视网膜电
流图和视诱发电位报告单；耳部
疾病者提供耳电测听、声阻抗听
脑干反映(ABR)和脑干诱发电位
报告单；骨科病者提供X光片或
CT片或核磁共振片等影像资料及
报告单，瘫痪者还需要提供肌电
图；糖尿病者提供远、近期血
糖、尿化验单，再根据并发症的
不同，分别提供与糖尿病相应的
眼部疾病检查情况、心脏功能情

况、肾脏功能情况相关资料；精
神疾病者提供脑电图，智能损伤
者提供智商 （IQ） 测查报告；其
他疾病者提供相应的检查确诊报
告等相关资料。

据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外住院
病历需要提供参保地医疗保险经
办部门开具的转诊审批单复印
件，并需要经办机构签章。

此外，各县 （市） 区需要参
加劳动能力鉴定的人员，由当地
人社部门统一审核、汇总后，上
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通
知》 规定，劳动鉴定收费标准
为：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每人次200
元。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通
知》《河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职工因病或非因
工伤残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的，每人次 200 元。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正式受理后，劳动能力鉴
定费用不予退还。

据悉，我市职工病退统一鉴
定时间预计于今年10月底至11月
初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
知。鉴定程序包括进行医学鉴
定、确定初步结论、进行材料核
查、公示鉴定结果、出具鉴定结
论。

市人社局提醒，在申报和鉴
定工作中，严禁弄虚作假。对提
供虚假材料或由他人冒名顶替参
加鉴定体检的职工，取消鉴定结
论，两年内不得以同一病种申
报；对伪造病历、出具假诊断证
明、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鉴定的
单位和个人，情节严重者，移交
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追究当事人
责任。

我市2019年职工病退鉴定工作启动
9月30日前，市直各单位职工向所在单位申报

问题提出：李先生
问题陈述：我母亲原来在温县一家企业

上班，企业给我母亲缴有养老保险，后来企
业因经营不善最终倒闭。之后，我母亲就开
始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至
今已经缴了七八年，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了。请
问，她的退休手续如何办理？办理流程是什
么？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李先

生反映的问题，应该是职工在企业参加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成委托人力资源公
共服务机构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事代理人员达到国
家法定退休年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按照现行的退休业务办理流程，
是由参保人员本人提出退休申请；人事代理
机构向人力资源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报；人
力资源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由人
事代理机构提交相关材料报养老保险经办机
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根据行政部门的审核
确认表、参保人员的参保缴费情况等信息资
料计算并发放退休待遇。

这种情况如何办理退休手续 9月19日，
市漫画研究会
7 位漫画家来
到焦煤集团赵
固二矿，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 年 焦
作漫画家送文
化到矿山书画
联谊笔会，受
到热烈欢迎。
图为联谊笔会
活动现场。

本 报 记
者 顾 培 利
摄

据新华社武汉9月21日
电（记者李伟）今年年初以
来，世界主要国家加快5G商
用，把产业应用作为5G融合
创新的重要场景和主阵地，
抢抓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
重大历史机遇。目前，我国
5G商用已经全面展开，正在
向纵深方向推进。

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经济师王新哲21日在湖北召
开的 2019 年“5G 应用武汉
峰会”上作出的表述。

王新哲说，我国将加快

建成覆盖全国、技术先进、
品质优良、高效运行、全球
领先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打通信息大动脉；搭建
5G产业合作创新平台，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突破，厚
植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新动
能；推进跨部门、跨区域、
跨行业协作，加强5G标准制
定、应用推广、行业管理、
安全保障、资源配置方面的
政策协同，培育5G高端技术
人才和应用型创新人才，不
断优化5G发展环境。

我国5G商用已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