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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5:00伏牛路 7#配变（牛 57板）停。（伏牛路
121号院1、2、10号楼。）
9:00～15:00东福民宿1#配变（祥27板）停。（东福民
13号楼。）
8:00～20:00姚桥三配 17板姚桥三配姚 8三期安置
一箱联（呈祥 3板）停。（姚 8三期安置一、二箱箱变 2
台。）
9:00～15:00安全街付5#配变（祥19板）停。（安全街
南段。）
9:00～18:00东方鼎盛一配 17板东方鼎盛一宇泰佳
苑一联、宇泰佳苑一配 100（融 29板）停。（I宇泰佳苑
专用2（双电源），配变1台。）
6:00～20:00姚桥三配15板姚桥三配龙子湖配联，龙
子湖配 100（呈祥 3板）停。（II龙子湖姚 8一期商业专

用2（双电源用户）、龙子湖配配变1台（II配变）。）
9:00～15:00华山中 12#配变（卧 11板）停。（华山路
106号院。）
9:00～15:00郑铁宿6#配变（祥19板）停。（二七区庆
丰街44号院，安全街2号院。）
9:00～18:00东方港湾一配7板东方港湾一宇泰佳苑
一联、宇泰佳苑一配100（融14板）停。（II宇泰佳苑专
用2（双电源）。）
6:00～20:00人 9板 I城东三配线、东明北五配 3板 I
东明北五城东三联、世纪之星配1板I世纪城东三联、
城东三配 100、城东三配 5板城东路三配向阳广场一
柜联、城东三配6板城东三东明北五配联、东明北五配
3板东明北五城东三配联停。（I管城区事务管理局专
用2（双电源用户），I向阳广场专用2（双电源用户），I

铝箔2（双电源用户）、丝钉，医疗商影。）

1.用户实际停电时间，在计划停电时间范围内，以实际
操作时间为准，对用户恢复送电完毕时间均按上述检
修结束时间延后2小时。若遇大风雨雪天气等原因不
停，详见手机短信平台通知。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应
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严禁返电至停电线路上，否则
由事故造成单位负责。
2.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值班电话：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68806880
以上停电公告可通过供电服务网站查询：
http：//www.95598.ha.sgcc.com.cn/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19年2月12日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19年2月18日—2019年2月24日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备注：

本报讯（记者 李娜）日前，省政府印发《关
于实施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工程的意见》，决定
实施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工程，旨在加快推动科
技创新改革发展，切实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效
率，引领支撑我省高质量发展。

确保创新引领型企业蓬勃发展
《意见》提出，2019年，要确保我省创新引

领型企业蓬勃发展。到 2019年年底，全省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37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到4500家。到2020年年底，全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5500家，并培育出2~3家潜在的“独
角兽”企业。

到 2020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力争突破
1000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45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达到 40%左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到150亿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60%左右，郑洛新自创区和“四个一批 ”建
设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四个融合”运行机制
逐步形成，基本建成创新型省份，进入中部地
区创新发展先进行列。

八方面推动科技创新改革发展
《意见》明确，做优做强一批创新引领型企

业。重点支持创新龙头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
研任务和省重大科技专项，建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
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和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等高层次平台。建立创新龙头企业重点联系
制度，加强精准对接，开展一对一服务，协调解
决企业创新发展困难。

还要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强
化源头培育，实施“小升高”培育行动，重点
围绕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省市联动建设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库，

力争到 2020 年入库企业达到 6000 家。通
过建立挂钩帮扶机制、补贴研发费用、实施

“一对一 ”辅导等措施，加速高新技术后备
企业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支持力度，
省财政资金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
予配套奖补。

此外，《意见》还从汇聚创新引领型人才、
培育壮大创新引领型平台、加快发展创新引领
型机构、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型项目、推动重大
创新载体联动发展、加快推进开放式创新和提
升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能力等七个方面推
动科技创新改革发展，进一步提高科技供给质
量和效率，确保我省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工程顺
利实施。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
《意见》表示，推动出台《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条例》，修订《河南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为郑洛新自创区建设
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研究
制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扶持新型研发机构
发展等重大政策，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的政
策环境。

推动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深化科技
评价改革 ，制定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
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优化项目评审
管理机制、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
机构评估制度。

今后，还要进一步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
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开展“扩大高校和科研
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
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 ”试点工作，在确
定科研方向和项目、经费使用、机构设置、人
员聘用等方面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
扩大创新领军人才开展具体科研活动的学
术自主权。

河南实施创新驱动提速增效工程

年底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将达3700家

过年了，“感动中国人物”王宽一家欢喜团聚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上接一版）时至今日，提起这两笔爱心
基金，郑州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万
民还是点赞不已：“郑州慈善总会目前拥有基
金百个左右，但是，一个家庭成立两笔基金这
是唯一的；坐在轮椅上成立基金这是唯一的；
感动中国人物、全国最美家庭成立爱心基金，
这也是唯一的……”

基金成立了，就是为了帮助更多人。“我
们不作秀，就想扎扎实实做点事，能帮一个是
一个。”现如今77岁的王宽，朴实、实在。

2016年初，王海龙兑现诺言，用“渐冻人
爱心基金”为郑州市区 10户渐冻人家庭各送
了一台空调；2016年父亲节那天，他又用“渐
冻人爱心基金”的款项购买智能手机，送给
15名渐冻症患者。

除此之外，王海龙曾在公园义演为无钱
医治白血病的病童小帅可募集 12000多元；
为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于危难的“有难好人”
刘东兴募集万元善款；把自己在咖啡馆驻唱
挣的第一笔工资捐给两个街头偶然认识的病
友小强和小猛……

一笔笔算下来，他们一家人在近 20 年
里，捐赠的善款加起来超过百万元……这对
靠退休金和卖唱维生的一大家子来说，着实
不易。

“基金里的钱，要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命运多舛、时乖运蹇，有时候是为了检验

人间有多暖，人又可以有多坚强。
对于王宽一家来说，这几十年都不容

易。拉扯 6个孩子长大成人，眼看着可以享
受含饴弄孙之乐了，却一连遇到问题：2016
年 9月，王海龙去看望病友，不慎从轮椅上跌
下，摔断了 8颗牙齿；紧接着王宽的小孙子发
高烧住院十多天；不久，他们的儿子王军又突
发心肌梗死，在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这段日子刚熬出来不久，2017年 3月，海龙突
然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经诊断，是肺部感染

了，这也是渐冻症加重的表现。
这一次，海龙住院前后加起来有 10个多

月。2018 年的春节，一家人也是在病房过
的。

渐冻症加重、肺部感染严重，没有呼吸
机不行，眼看着卡上的钱流水一般花着，眼
看着平时乐观开朗的海龙连说句话都费力
不已，王宽、王淑荣心疼又焦急。有朋友建
议他们用“渐冻人爱心基金”里的钱为海龙
治病，海龙知道了，在病床上费力地摇头，
他断断续续地告诉王宽：“那笔钱，要帮助
更需要的人。”

孩子的坚持让王宽心痛又心软：“这孩
子特别善良，他总希望去帮助其他人。他

不知道，他在病床上难受着，我们老两口心
如刀割啊。”

“我们都是王宽家的一员”

假如爱有天意，那一定是因为爱可以
传递。

王海龙病重的消息传开之后，那些曾经
被王宽一家帮助过的人来了；那些听说过王
宽家故事的人来了；那些曾被这位老艺术家
不辞辛苦养育孤儿、渐冻病人卖力演出救助
病友故事感动过的人也来了……

王宽记着每一个前来看望海龙的人，也
记得每一个给过他鼓励和力量的人。

海龙病床前，爱心纷至沓来——

郑州慈善总会带着 1万元善款来了，他
们发起呼吁：“海龙是个有爱的孩子，他心里
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到自己，现在他真的遇
到坎了，他爱大家，大家也会爱他。”

和王宽家一同荣获“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的马昕来了，他送上万元善款和鲜花，叮嘱海
龙一定要加油，做个男子汉。

国家一级书法师、70多岁的刘尚文老人
也来了，为王宽家赠送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大
爱无疆》,鼓励海龙早日康复。

曾经聆听过王宽讲述家庭故事的铭朗主
持人艺术学校、周鼎化妆造型学校的负责人
带来了师生自发捐赠的 1万多元善款来了，
他们一再说“海龙你要加油，你们的故事感动
了太多人，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爱心企业家来了，给海龙带来一台价
值 6 万多元的呼吸机。戴上之后没多久，
连说话都费力的海龙终于可以说一句囫
囵话了。

海龙的音乐老师张建勋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为海龙募捐、国家一级演员范军参与
了捐助、全国自强模范王绍军为海龙转账了
1000元。

医学奇迹，在如此浓郁而又真切的爱心
见证下，再次出现。曾被医生预言难以活过
18岁的海龙，病情平稳，在 2018年春节后安
然出院。

2019 年这个春节，虽然海龙戴着呼吸
机，可是，王宽一家又大团圆了，又一次吃了
团圆饭，又一次有了大合影……

过年期间，王宽家依然非常热闹，除了家
人朋友外，还有不少关心海龙病情的人前来
看望，他们说——

“我们都是被王宽家感动过的人，王宽一
家给了我们很多力量，他们让我们知道人间
自有温情在。”

“他们如此善良，我们愿意将这份善意回
馈给他们，也会传递给更多人。”

“在咱们郑州，有很多像王宽一样乐于助
人的人，我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新年里，特意穿上红西装、红毛衣，王宽、
王淑荣看起来精神特别好。这两位朴实的耄
耋老人，对人生有最为简单而厚实的感悟：认
真做人，帮人不图回报，可也要相信，善意又
从不会被辜负。

王宽家新春礼物：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省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方案》

多方向共同发力
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
便企业和群众获得社会公共服务，近日，省发改委会同
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方便企业和群众获得社会
公共服务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全省将通过实
施交通便利化、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专项行动，创造优质便
利、宜业宜居的社会公共服务环境。

突出郑州综合交通枢纽作用

《方案》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在构建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服务一体衔接短
板，提供高效便捷客货运输服务方面提到，将突出郑州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引领带动作用。

重点提出，加快郑州南站、郑州机场北货运区建
设，启动实施小李庄站（管城站）及配套设施、陇海铁
路郑州至圃田南外绕线、京广铁路南阳寨站至郑州
站区间三四线工程等项目。以航线网络拓展为依
托，提升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功能，力争到 2020年
郑州机场客货吞吐量分别突破 3000 万人次和 60万
吨。以差异化战略推进中欧班列（郑州）全面创新发
展，2020年全年开行 1000班等。建成郑万、郑阜、商
合杭铁路、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郑开延长线和
蒙西至华中铁路，加快郑济铁路高铁、太焦高铁、雄
商高铁、三洋铁路及郑州机场三期工程建设进度。
到 2020 年，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6400 公里以上，
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1718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到 7300公里左右。以“公交都市”“省级公交优先示
范城市”为引领发展公共交通，完善郑州、洛阳城市
轨道交通网络。

明年基本消除大班额

在实施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行
动，提高企业和群众对公共设施配套的满意度方面提
到，到2020年，全部消除超大班额，基本消除大班额。

重点提出，每年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认
定、扶持一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逐年提高普惠性幼儿
园数量和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所占比例，到2020年普
惠性资源覆盖率稳定在 85%左右。到 2020年全面取
消普通高中超大班额，大班额比例控制在 10%以内。
加快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

加强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每个县（市）办好 1所综合医院、1所中医医院、1所妇
幼保健院、1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造县域医疗中
心、县域应急救援中心。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办好
1所标准化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 2020年，
每千常住人口县级县办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1.8张左
右，满足县域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等需要，逐步实
现90%的患者在县域就诊。

支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博物馆、美术
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促进高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向社
会开放。到2020年，在城市社区建成15分钟健身圈，
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

全省优良天数要达七成

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创造优良宜业宜居环
境方面提到，到 2020年，全年优良天数比例力争达到
70%。

重点提出，以柴油货车治理为重点，强化机动车监
管整治，开展柴油机清洁行动，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
控，提升机动车污染治理水平。提高城市清洁标准，加
强城市绿化建设，严格工地、道路扬尘管控，全面提升
城乡扬尘污染治理水平。加强绿道绿廊建设，在交通
干线两侧形成线状林带，在河道沿岸形成棋盘式的城
镇林带网。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城市功能疏
解、更新和调整中，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留白增绿，修
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湿地、植被，加大城区裸土绿化
力度，改造老旧公园，增加城市绿地空间。推行城区建
（构）筑物屋顶绿化、垂直绿化，丰富城区绿化的空间结
构层次和立体景观效果。到2020年，全省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米，城市各类型绿地合计面积
占城市总面积的比率达到35.9%。

《方案》还提出，要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营
造安全规范的社会环境。

今年我省针灸推拿
专科计划单招40人
三类中医传承人符合条件可报考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获悉，为创新中医药
人才培养模式，经省教育厅、省中医管理局联合批准，
2019年我省将面向中医传承人实施针灸推拿专科专
业单独考试招生，计划招生约40人。

政策规定，本次单招招生对象面向中医医疗工作
者、中医学术传承人。经批准，河南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专科 2019 年计划单独招生约 40 名中医传承
人。报考人员应户籍在河南省、符合我省普通高考
报名条件，并同时具备下列专业技术能力条件之一，
其中包括：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含助理）、乡村医生
执业证、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传统医学医术确有
专长证书的基层中医从业人员；国医大师、全国名中
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以及河南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省级名中医、全国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指导老师的传承人，并签订师承关系合同且经
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的；从事中医医疗工作、确有
中医诊疗专长，且具有中医药专业高级职称或开办
有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的跟师子女。

欲参加此次单独考试招生的考生，无论是否参加
了 2019年全省高招统一报名，均须于 3月 3日前登录
河南中医药大学招生网站（http://ptzs.hactcm.edu.
cn/）进行网上登记。

单招考试定于 3月 31日。考试分为笔试和专家
测评，其中，笔试为语文、中医基础理论两个科目。专
家测评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思维能
力为主要内容，采取随机抽题问答、专家提问评价的方
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