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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
政府获悉，2017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
揭晓。

根 据《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办
法》规定，经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
会评审、省科技厅审核、省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省政府决定授予刘炯天院士、

李建生教授 2017 年度河南省科学技
术杰出贡献奖，授予“异形全断面隧
道掘进机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14 项科
技成果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
予“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郑麦 3596 等
的选育及产业化”等 124 项科技成果
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授予“葡
萄种质资源评价及早熟葡萄新品种

选育”等 191 项科技成果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

省政府同时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
向全体获奖者学习，继续发扬求真务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以科教兴豫
为己任，为建设创新型河南，实现中原
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做出更大的
贡献。

我省出台管理新规
风景名胜区禁采矿

本报讯（记者 李娜）河南拥有丰富的风景名胜区，在这些地
方，我省禁止采矿。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河南省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16—2020年)》已出台，谋划部署我省未来一段时期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

《规划》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已发现矿种143种，查明
资源储量矿种106种，已开发利用矿种93种。钼矿、耐火黏土、天
然碱、珍珠岩等优势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在全国排第一位。

《规划》指出，我省将划分出重点矿区、禁止开采区和限制
开采区。其中，禁止开采区包括：港口、机场、国防工程建设设
施圈定地区以内；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
程设施附近一定距离以内；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
要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
迹所在地；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区域。

限制开采区划分包括:国家、省级生态公益林，省级森林公园
的集体林范围，国家、省级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区之外的区
域。在限制开采区内，要严格控制限制开采矿种矿业权的设置，
确实需要设置矿业权时，要严格规划审查，必须进行规划论证。

贯彻落实《意见》
推进城市安全发展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郭勇）记者昨日从市安
监局获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市安监局昨日要求员工第
一时间认真学习意见精神，下一步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意见》强调，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
口、功能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
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广泛应用，新
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大量涌现，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
安全风险不断增大。

《意见》明确，要把安全发展作为城市现代文明的重
要标志，落实完善城市运行管理及相关方面的安全生产
责任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
全社会治理格局，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
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
保障水平，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
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使城市安全发展取得明显
进展，建成一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发
展示范城市；在深入推进示范创建的基础上，到2035年，
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善，安全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52个项目入选
物业服务范本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发挥物业服务示范项目的
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全市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昨
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郑州市2017年度物业服
务示范项目考核结果已经公布，龙之梦西苑等52个物
业服务示范居住（公共）物业项目位列其中。

从去年9月份开始，市房管局组织6个考核组
对全市申报的63个市级居住（公共）物业项目进行
了考核验收。其中，36个物业服务示范居住物业
中，有龙之梦西苑项目等入列；16个物业服务示范
公共物业中，有河南省省直机关东区综合办公楼
等入列。

艺术类统考
合格线划定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全省2018年
高招艺术类省统考首批美术、编导制作、书法三类专业统考合
格线划定。并且，三类省统考考生成绩以及对应分数段位次即
日网上可查。

经划定，全省 2018年高招艺术类省统考美术类合格线为
170分、编导制作类合格线110分、书法类合格线195分。同时，
三类专业省统考个人成绩也随之放榜，考生有两种渠道可查询，
第一种渠道是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www.heao.gov.
cn），在“数据中心”板块下属的“普通高招”类“艺术体育统考成
绩查询”项中查询；第二渠道是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www.
heao.com.cn)，在“成绩查询”板块输入考生信息即可。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政府
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扶贫小
额信贷工作的通知》，规范扶贫小额
信贷管理，禁止新发放“户贷企用”扶
贫小额贷款。

《通知》明确，我省禁止新发放“户
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据悉，“户贷
企用”小额扶贫贷款是指以贫困户为
贷款主体、承担还款责任、贷款交由企
业使用的小额扶贫贷款。

为何叫停“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
款?《通知》进一步解释：使用“户贷企
用”扶贫小额贷款，群众对脱贫攻坚的
参与度低，不利于增强贫困户自我发
展的内生动力，也容易将企业经营风
险转嫁给贫困户。

县级政府要充分发挥三级金融
服务体系作用,配合放贷金融机构做
好贷前审查把关工作，对“户贷企用”
贷款申请一律不予审批。对于已发

放的“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如何
处理?据悉，自《通知》下发之日起禁
止发放“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已
经发放的可按照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标准和贷款合同执行。

对于发现新增“户贷企用”扶贫小
额贷款的要责成相关地方政府和部门
及时整改，并通报批评。要加强对扶
贫小额信贷工作的督查巡查，严重的
要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不利于增强贫困户发展动力

河南叫停“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

计生民生实事
惠及逾60万人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2017 年河南省计

划生育工作专项督查郑州汇报会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全面两孩政策在我市效果明显。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我市户籍出
生人口12.8万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0.62万人，
出生人口增幅约 5.1%，其中二孩占比由 2016年
50.3%上升至 53.3%，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明显。
在全面落实河南省“免费孕产前及新生儿疾病
（两病）筛查”的民生实事之外，郑州市继续将免
费孕产前及新生儿疾病（两病）、新生儿听力初
筛、新生儿耳聋基因、35种遗传代谢病、适龄妇女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DNA检测、血清学检测、超声检测等纳入
市政府民生实事。截至去年 11月份，民生实事
累计受益人群达60多万人。

汇报会上，督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市计划生育工
作。随后，督查组一行先后到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察
看了我市医养结合开展情况，到金水区未来路办事处
和升龙社区，实地督查了生育登记服务、奖扶政策的
落实、计划协会建设和药具等工作。

市人大代表集体
学习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市十四届人大代

表履职学习报告会举行。河南省人大科教文卫
委员会主任委员夏林为代表们作了精彩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铁良主持会议。

夏林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加强人大
制度建设”为主题，为代表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
告。夏林从国际和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结合人大
工作实际，用翔实数据和丰富案例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最后点
出主题，希望人大代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
履行职责。

代表们深感参加这次学习培训收获很大、受
益匪浅，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报告精神，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积
极履职尽责。

据悉，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促进和加
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提高代
表履职能力，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之前，
市人大常委会安排了此次学习报告会。

2017年度河南科技奖揭晓
14项成果入围一等奖 刘炯天、李建生荣膺杰出贡献奖

（上接一版）在国家科技进步奖中，
我省首次有 2项军民融合类成果荣获
二等奖，分别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陈
性元教授主持完成的“面向互联网开放
环境的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和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兰巨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大规模接
入汇聚体系技术及成套装备”项目，反
映出我省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
渠道更加顺畅。

科普类成果实现重大突破，由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章锁教授执行主
编的《肾脏病科普丛书》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实现了我省主持科普类
成果“零”的突破，这也是我省西医类成
果首次获得国家科技奖。

新材料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由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侯红军教授级高工主持完成的“锂离子
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关
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和河南科技
大学宋克兴教授主持完成的“高强高导
铜合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开发及应用”
项目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
两项成果均打破了新材料领域技术瓶

颈，加快了新材料技术突破和应用。
与国家重大工程联系更加紧密。

获奖项目聚焦国家发展重大需求，在
西电东送、载人深潜等国家重大工程
上实现重大技术和工程突破并应用。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的“特高压±
800kV 直流输电工程”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河南新太行电源股份
有限公司参与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研发与应用”项目、中石化中原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参与的“涪陵大型海相页
岩气田高效勘探开发”项目均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数量中部六省居首
据 省 科 技 厅 厅 长 张 震 宇 介 绍 ，

2017年度我省获奖情况总体呈现四大
特点。

其一，我省推荐项目获奖数量和中
奖率位居前列。在 34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我省推荐项目获奖数量居第 4
位，中部六省首位，推荐项目中奖率达
50%，远高于国家平均30%的中奖率。

其二，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作为创新高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

凸显。27 项获奖项目中有 20 项来自
郑洛新自创区，占 74%；7项推荐和主
持获奖项目中有 5项来自郑洛新自创
区，占 71%。

其三，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我省主持的获奖项目中，第一
完成人均是具有国际视野、站在科技前
沿或产业高端的领军人才，平均年龄为
52岁，为历年最低，其中有两人是第 2
次获奖。

其四，我省实施开放式创新结出硕
果。在 7个获奖的推荐和主持项目中，
有 6 项是我省与省外合作完成的成
果。其中，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俊明主持完成的“光网络用光分
路器芯片及阵列波导光栅芯片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该公司及项目产品是中科院科
技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的典范，其核心
产品光分路器芯片打破了国外垄断，已
占到全球市场 50%的份额，为“宽带中
国战略”顺利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
充分表明我省通过持续推进开放式创
新，吸引集聚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的能
力显著增强。

河南27个项目荣获国家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