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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之城先锋之城
十大先锋党支部之郑州华润燃气客户服务部党总支部

群众有困难 就找“牛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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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的燃气行业中，活跃着这样一支
队伍，他们在酷暑严寒中坚守岗位，在为民
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将“牛师傅”品牌
精神与党魂相互交融，高高扬起党员先锋队
的旗帜；他们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
在经营上、落实在行动中，全力以赴、倾情付
出，让党组织成为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
精神家园。

“牛师傅”的原型，是郑州燃气公司客户
服务部棉纺路客户服务中心的普通维修工、
共产党员牛志国。1987 年工作至今，30年
如一日始终坚守在维修服务一线，以精湛的
维修技艺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因为维修工作
有机会深入到客户家中，在得知客户家中存
在困难时，完成本职工作的牛志国并未袖手
旁观，而是主动帮助，特别是对残疾人、特困
户、孤寡老人更是倾尽了全部爱心，大家都亲

切地叫他“牛师傅”。
1996年临近春节的一天傍晚，家住建新

街的退休干部李驭民带着孩子来营业所维修
燃气热水器。牛师傅仔细检查热水器，排除
故障维修好以后，又骑车一个小时，把热水器
送到李驭民老人家中。当看到老人家徒四壁
的困境，牛师傅感到一阵心酸，第二天悄悄自
费为老人购买了一台灶具，就这样他的第一
个结对子户产生了。从此，牛师傅在工作中
只要遇到残疾人、困难户，总会伸出援手，尽
己所能帮上一把，几年来由他长期联系帮助
的结对子户达到50户之多。

随着“有困难的事，就找‘牛师傅’”这句
话让越来越多的郑州人熟知。2001年，客户
服务部党支部发掘了牛师傅“帮困助残，奉献
社会”的事迹，并在棉纺路客服中心发起成立
了第一支“牛师傅”党员服务小分队，主要是

与辖区内的残疾人、孤寡老人和困难用户结
成帮扶对子，以及利用节假日开展进社区义
务服务活动。

2005年，全市 6个营业站所相继成立了
以“牛师傅”命名的党员服务队，至今，共有
33 支“牛师傅”党员服务队活跃在郑州、登
封等区域。

据不完全统计，牛师傅服务队自成立以
来先后组织开展进社区服务活动1000余次，
服务用户达 50余万户，入户检查40余万次，
发放宣传单页 200余万份，排查解决隐患 2
万余起。近年来，集体和个人先后荣获全国

“工人先锋号”、全国“燃气行业安全班组”、全
国“青年文明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央
企业“优秀党员”等荣誉。
本报记者 李娜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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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男篮迎来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陈凯）10 日

晚，本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展开了常规赛第23轮的角
逐，在其中一场关乎季后赛席位的
焦点之战中，坐镇主场南阳市体育
中心体育馆的河南赊店老酒男篮
以135:121战胜本轮到访的重庆
华熙国际男篮，拿下了两连胜。

10日晚比赛前，河南男篮刚
刚在常规赛第 22轮的比赛中收
获了一场大胜，结束了此前的三
连败。本轮对手重庆男篮的战绩
与河南男篮一样同为 12胜 8负，
仅凭小分上的优势排名靠前暂列
联赛积分榜第五位。两队昨晚的

较量对于双方争夺季后赛席位来
说至关重要。

本场比赛河南队小外援约什
发挥出色，他一人命中 9记三分
球轰下全场最高的42分，并送出
11 次助攻。大外援哈里斯也贡
献了 28 分外加 11 个篮板球的

“大号两双”。此外，河南男篮本
土球员唐健、崔晓龙、吕俊虎也纷
纷输送“炮弹”，他们分别贡献 21
分、19分和 12分，同样立下赫赫
战功。最终，众志成城的河南男
篮在下半场顶住重庆男篮的一次
次反击，以14分的优势成功击败
对手，迎来两连胜。

郑东新区“智慧岛”：
在这里遇见未来

远远的，“小宇”驶了过来。
在郑州东区龙子湖智慧岛，由宇通公司研

发的5G自动驾驶巴士“小宇”，每天要测试200
公里，1.53 公里的开放式公交道路，就是它的

“跑马场”。
“萌萌哒”造型，只听名字，就让“小宇”人缘

十足，体验试乘的市民争先恐后。走进车内，既
没有驾驶舱，也没有方向盘，却隐藏着一颗智慧
的“大脑”。

智慧岛呈环形线路，途经7个路口，车辆和
行人来回穿梭，道路环境较为复杂。在划定的
智能驾驶专用公交车道上，这颗“大脑”不仅能
识别红绿灯、行人、障碍物，还能识别紧急类车
辆，并让“小宇”主动作出避让动作。

“5G无人驾驶其实比人还可靠，因为没有
怒路症。”宇通集团自动驾驶研发部技术主管
朱敏笑言。

“现在，每天有4辆‘小宇’风雨无阻地进行
着测试，每台车充电一次能跑200公里，累计里
程达一万公里后，就能试载客。预计今年年底
即可投入运营。”朱敏介绍，未来，自动驾驶技术
将广泛应用于城市 BRT、景区、园区、高档社
区、高铁、机场等领域。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郑州作为国家首批 5G 示范城市之一，智慧岛
区域率先实现 5G信号全覆盖，其通信低时延、
高可靠、超高速、高容量的特性，正让“数字”改
变人们的生活。

继贵州之后，河南成为第二批获批的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郑东新区智慧岛作为核心
区，集科技研发、创新创业、人才集聚、金融服务

于一体，数字经济产业龙头地位愈发牢固。
2018 年 10月，首届数字经济峰会在智慧

岛举办。一时间，一大批数字经济最新技术产
品集体亮相，5G 远程驾驶、8K 裸眼 3D 展示、
5G 远程触感反馈、AR全息通话、5G智能呼吸
机、远程 B超和心电监护、AR安防、足球守门
机器人等互动体验系统，着实让人脑洞大开。

如今，40 平方公里的智慧岛，陆续集聚
了华为、诺基亚、海康威视、甲骨文、南威、中
科院计算所等 122 家大数据企业和知名研究
机构，数字经济能量密度之高，在中部地区首
屈一指。

发展迅猛源于定位清晰。郑东新区管委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智慧岛将着力发展大数据基础
硬件、基础软件、服务和安全产业，推动大数据与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的融合创
新与发展，面向农业、医疗、文化、金融、交通物流、
教育、商业等行业应用需求，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人才、资本、创新、发展要素缺一不可。郑
东新区确立了“智慧岛、基金岛、众创岛、人才
岛”四岛共建的产融生态圈概念，形成大数据产
业发展高地，为河南加快建设网络经济强省提
供支撑。

截至 2018 年底，经过严格准入，151家大
数据企业通过评审落地智慧岛，注册资本金近
19亿元，营收近 12亿元。预计到 2020 年，智
慧岛将培育形成营业收入超亿元的骨干企业
50家，集聚大数据相关产业企业超过 500家，
大数据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张毅力石国庆王佩霍亚平）

爱心市民为同一患者
两次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记者 邢进 李京儒）
昨日，郑州爱心市民徐伟在省肿
瘤医院二次捐献造血干细胞。1
年前，为了挽救一位白血病人的
生命，徐伟义无反顾捐献了造血
干细胞；1年后，当患者病情复发
时，他毫不犹豫再度伸出援手。

据悉，这是郑州第279例、河
南省第 76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徐伟也因此成为郑州第一位为同
一个患者捐献两次造血干细胞的
志愿者。

今年 37 岁的徐伟在新密的
一家建材公司工作。2015 年 9
月 19 日，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

中，徐伟了解并加入了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经过 3年
的等待，徐伟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1990 年出生的白血病女孩送去
了生的希望。

本以为患者会苦尽甘来，重
获新生，然而天不遂人愿，今年 4
月 30日，徐伟再次接到郑州市红
十字会的电话，得知患者病情出
现反复，需要进行二次捐献，他二
话不说，再次同意了捐献。在徐
伟经过全面体检，确定身体状
况符合捐献要求之后，昨日在
省肿瘤医院顺利完成捐献。

加大资助力度
不让一名寒门学子因贫失学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高招录取正在进行，考生将陆续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7月11日，记者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河南将通过高
校国家助学贷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并行的
模式，实现河南高校学生和考往省外高校河南籍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
名寒门学子因贫失学，让每个学生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据悉，目前我省助学贷款已从政策上实现了高校、科研院所、党
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培养单位全覆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研
究生、预科生全覆盖。为进一步做好全省 2019年度高校国家助学贷
款工作，我省要求，各高校要在新生报到时，要开通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绿色通道”，保证所有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都能
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对象为高校全日制在籍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含预科生），贷款范围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科研院所、党
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的本专科学生、第二学士学生、研究生和预科
生。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元。今年我
省将加大对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要求各校把建
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
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以及家
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贷
款金额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贷款上限足额申办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范围及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
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元，全日制
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元。我省要求，各市、县（市、
区）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
象，贷款金额可按最高额执行。

政策明确，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请获
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
中一种贷款；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定向培养士官在豫招生
体检面试分数线公布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7月 11日，定向培养士官院校2019年在河

南省招生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出炉，各地市考生分批参加体检、面
试安排同时公布。

省招生办公布信息显示，今年定向培养士官院校在豫招生体检、
面试控制分数线分别为：男生文理科均为160分，女生文科439分、理
科 355分。政策明确，凡专科提前批填报定向培养士官院校志愿、政
治考核合格且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控制分数线的考生，须按要求携
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面试表、政治考核表（贴本人近期彩色一寸照
片）在规定时间内到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龙湖校区（新郑市龙湖
镇双湖大道8号）参加体检、面试。

招生部门提醒考生，须于体检当日 6:00 前空腹到达体检、面试
现场，根据安排，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考生体检、面试时间如下：7
月 14日，郑州、安阳、濮阳、长垣、滑县；7月 15日，商丘、开封、鹤壁、周
口、鹿邑；7月 16日，洛阳、新乡、许昌、焦作、巩义、兰考；7月 17日，南
阳、平顶山、漯河、邓州、汝州、固始；7月 18日，驻马店、信阳、三门峡、
济源、新蔡、永城。

警方上半年打掉电信诈骗团伙71个
冻结银行卡6929张

本报讯 (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闫亚平 )昨日
上午，市公安局联合“滴滴出行”举办反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启动仪式，并在部分网约车内的醒
目位置张贴“反诈热线 66221110”安全车贴。
之后，市公安局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负责人公
布了上半年全市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战果。

据介绍，上半年，全市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71 个, 刑 拘 犯 罪 嫌 疑 人 1772 人 ，同 比 上 升

161.74%，冻结银行卡6929张，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121%，冻结资金5700多万元。

警方提醒市民，如果发现已经受骗并且把钱汇
给诈骗分子，第一时间请拨打热线电话66221110，
及时将转账情况反馈至反诈骗中心，中心民警将通
过对诈骗嫌疑人银行卡、支付宝等采取止付、冻结等
措施，快速止付、及时挽损。如果有相关方面的疑
问，也可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切勿盲目转账，谨
防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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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代理行业
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无资
质代理、“挂证”等将被严查！昨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即
日起至2020年，我省将集中开展
专利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治行
动，严查无资质专利代理、代理非
正常专利申请、“挂证”及以不正
当手段招揽业务等专利代理违法
违规行为。

同时，在行业内扎实推进“双

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按照一
定比例要求，结合相关规定，对专
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主体资格、
执业资质、变更事项、登记信息一
致性、分支机构备案、代理师备案
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公开检查
情况，发现异常的报省局和国家局
按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对违法违规的，依
法严肃查处。

“ 我 们 的 技 术
不能总被别人卡脖
子，我们中国人得
有尊严地活着。”一
腔热血，以身报国；
一份信念，技术报
国；日复一日，刻苦
钻研，倾力保障国
家信息现代化大发
展，做好国家和人
民信息安全的“守
门人”。

他 就 是 何 骏 ，
男，1964年 11月出
生，1988 年 4月入党，郑
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
贴、郑州市 2018年度高层次人才，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国家密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河
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

自 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何骏一直致力于密码技术的研究，具备
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他设计和研发的自主国密安全芯片，为公
司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基于国产自主安全芯片，助力
支撑各类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敏感业务应用。

进入 5G时代，车辆自动驾驶变得触手可及，车辆之间发送的位置
信息需要严密保护，尤其需要密码技术和安全芯片支撑。然而车辆高
速行驶，相向而行，需要算法特别快、性能特别高的芯片，目前，全世界
都尚未研发出该领域的应用产品。

何骏深知，国技当自强，“国之重器”必须牢牢掌控在国人手中。去
年年底，他组织技术人员研讨方案，致力于2020年初实现产品化。

时间紧任务重，何骏组织团队加班加点，每天只休息 3 至 4 个
小时，小病扛一扛，大病拖一拖。有人劝他身体为重，要治疗，他却
说：“信息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中流砥柱，想要做好砥柱，必须拿
出金刚钻和金箍棒。我们这代人玩命，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和
别人一样的发展空间！”直到今年 4 月，他带领团队完成阶段任务
的样片后，才肯住院接受治疗，而此时，他身体多项检查指标已达
高危状态。

就是这种“玩命”的坚守，技术报国的情怀，让他带出了一大批自
强不息的科研人，与他一同在密码技术的道路上愈战愈勇、硕果累
累。他主持研发的密码产品和带领的党员团队成为重大保障活动的

“金字招牌”，在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G20杭州峰会、上合青岛峰会
及 2018天津达沃斯论坛等国家级重大活动中，圆满完成移动通信安
全保障工作。

他心系国密商用密码服务基础设施的构建，情系国家信息现代化
大发展，“一颗红心”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密匠芯”，心芯相通，共
同确保公司的信息安全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做好国家和人民
信息安全的“守门人”。

本报记者 李娜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初 文 廖谦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