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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办事不出门、看病挂号不排队……在郑
州，基于城市大脑的搭建，数字化在更多的场景得到
应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

眼下，“智慧停车”已覆盖 700多家停车场及 3万
多个道路临时车位。打开手机就能实现停车一键导
航、余位提醒、先停车后付费。

10月 13日，记者来到了二里岗街金城街交会处，
在这里，遇到了正在停车的车主王先生，和他一起体验
了一把“智慧停车”。“我在附近办事，从‘郑好办’APP
上看到这里还有 6个车位。”记者在王先生手机上看
到，在“郑好办”APP的“智慧停车”服务中，附近停车场
的位置及空余车位数量一目了然。“点击一下我要去的
停车场，就会跳转到高德地图导航模式”。

到达停车位后，王先生并没有看到管理员像以前
一样慌忙地跑过来在车上夹“小纸条”，或者对照停车
时间手写停车卡做标记。半个小时后，王先生驾驶汽
车准备离开，再次打开手机，“郑好办”APP上本次停车
的账单已经生成。“停车时长：29分钟，待支付金额：4
元。”王先生选择了支付宝进行支付，“不用到处找管理
员缴费，停车时长和费用一目了然”。

“车辆进入停车位后，这个高位视频会捕捉到车
辆信息，一旦停车时间超过 20分钟，系统就开始自动
计费。”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牛智鹏指着
路旁高处的摄像头介绍道，汽车离开停车位前，管理
员会在手持终端设备上进行离场操作生成账单，车主
可以选择通过管理员的设备出示支付码进行支付，或
者直接在手机上进行支付。

9月 30日，“智慧停车”服务在“郑好办”APP试运
行，通过“郑好办”APP“智慧停车”板块，只需动动手
指，通过一张小地图，就可以查询了解郑州市700多家停车场及3万
多个道路临时车位状态，实现轻松停车一键导航、余位提醒、先停车
后付费，支持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渠道。近半个月来，全市共10
万辆次汽车体验了“智慧停车”，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韩晓东
介绍道：“全市目前有1100个封闭停车场，当这些停车场数据完全接
入，郑州市区即可实现‘一码付’‘无感支付’。”

“智慧停车”不仅给市民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相关部
门的管理效能，降低了管理难度。“以前我们一个管理员只能看20多
个车位，‘智慧停车’接入后，一个人可以看 50多个车位。”管城区城
管局停管中心杜国超介绍道，“当全市停车实现‘无感支付’后，停车
管理员将变身巡管员，管理效能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近年来我市加快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城市大脑建设打通了各
类数据，实现了数据管理的集约化、科学化。智慧医疗、智慧文旅
等各项服务相继在“郑好办”APP上线，未来，郑州将不断拓展与百
姓息息相关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让市民更好地享受城市服务、感受
城市温度。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喝杯姜汤，暖暖身子吧”
志愿者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卖花救母的女大学生
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见习记者
刘地）昨日，本报5版刊登《大学生卖花救母》的消
息见报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郑州晚报》，
授予张小文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10000 元正能
量奖金。

一束束鲜花在夜幕下熠熠生辉，如同女孩的
坚强和孝心，即使被黑暗包裹依然闪烁着动人的
光。“今世卖花，来世漂亮，生活赶着我，让我抓紧
点。”这是她的救母宣言，也是一个平凡柔弱女孩，
对生活永不妥协的态度。

10月 1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郑州
晚报》，授予张小文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10000
元正能量奖金，“愿这份正能量微光，能够照亮女
孩的前路，撬动社会更多的爱心，助女孩和家人早
日战胜病魔！也希望女孩的故事，能激励更多身
处逆境的人勇敢向前，不要眼眶一红，就觉得人间
不值得”。

“超级奶爸”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白血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京儒 通讯员 张予 文 丁友明 图）
昨日上午秋雨连绵，凉气袭人，在

河南省肿瘤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的病床上，郑州爱心市民张红振
却内心火热，他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即将为一名白血病患者送去重生
的希望（如图）。

今年 36岁的张红振多年来一
直坚持无偿献血，早在 2004 年 6
月，他在一次献血活动中加入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今年
4月，张红振接到自己和一位血液
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的通知，他毫
不犹豫同意捐献，经过高分辨配型
体检等工作，确定了捐献日期。

在做捐献准备的这段时间里，
由于工作原因，张红振的爱人一直
在外地，张红振便成了“超级奶爸”，
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早晚送完孩
子上学放学后，还要再奔波近30公
里到医院注射动员剂，风雨无阻。

“能够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重生’，
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患者能
够早日康复。”张红振说。

本报讯（记者 郑磊 文/图）昨
日，郑州公交二公司苏师傅党员
志愿者开展“熬姜汤·送温暖”志

愿活动，为坚守在一线岗位的环
卫工人送去热姜汤，驱走秋日里
的寒意。

“你好，天气凉，请喝杯热姜汤
暖暖吧。”昨日上午，苏师傅党员志
愿者将一杯杯热姜汤送到环卫工人
手中（如图）。暖意关怀湿润了环卫
工人的眼眶，大家连声感谢。“凌晨4
点左右就开始起床工作了，沿着魏
河北路、文化路打扫到现在，忙了将
近两个小时，今天下雨，喝上一杯热
气腾腾的姜汤，心里别提多暖和
了。”环卫工王大姐高兴地说。

“姜汤采用葱白、生姜片，加入适
量的红糖,用矿泉水熬制，可以起到
清肺、润燥、化痰、止咳、清除体内寒
邪之气的作用。”据苏师傅志愿者刘
瑞敏说，志愿者为魏河北路辖区环卫
工人送去姜汤，把温暖传递给服务社
会的广大环卫工人。

除了送温暖之外，苏师傅党员
志愿者还发起美化净化城市街道的
行动。

身边正能量

少先队71周年建队日主题活动举行

红领巾，我为你自豪！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文/图）10月 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1周

年纪念日，为迎接这个特殊的日子，全市各小学少先队先后开展了一系列
主题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添光彩。

10月 13日上午，在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礼堂内，一场主题为“党
旗飘飘暖我心，红星闪闪照我行”的入队仪式正在进行。激昂的出旗曲
中，新队员们列队整齐，脸上满是自豪；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认认真真为
新队员逐一佩戴好红领巾，大家共同举起右手敬队礼并宣誓。

同一时间，在管城区创新街小学，220位新队员也一起加入了光荣的少
先队，教室里回响着少年们火热的宣言：“红领巾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中最珍
贵的红色记忆，更是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象
征和标志。戴上红领巾，我们充满自豪，戴上红领巾，我们将努力向前。”

在伊河路小学南校区，少先队员们用一场特殊的“红歌赛”迎接建队
日，少先队员们分别以独唱、齐唱、合唱等方式参加角逐。队员们各个敞
开胸怀，放开歌喉，纵情高唱，唱出心中的豪迈，唱出红领巾的情怀。

除了动人的歌声，10月 12日 19时 30分，全国少工委主办的“从小学
先锋，长大做先锋”少先队建队日主题网络直播活动如约启幕。不约而
同，互助路小学、管城回族区南关小学、伏牛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一个个
主动佩戴好红领巾，端坐在屏幕前……直播结束后，少先队员们心情激
荡，伏牛路小学六年级少先队员温曼茜说：“身为红领巾的一员，我们理应
接过无数英雄前辈的红旗，努力学习，勇敢追梦，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美
好未来贡献一分力量。”

“复兴号”开进高校校园
斥资千万元打造实训中心 学生足不出校体验真实工作场景

为新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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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实现贫困人口饮水
安全百分之百动态达标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昨日
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南省“决战
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
会水利扶贫专场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
我省已实现贫困人口饮水安全百分之百
动态达标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全省共
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21119处，集中
供水人口 7600 万人，集中供水率达到
93%、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1%，超额完
成了全国“十三五”规划农村集中供水率
达到85%的目标。

构建水利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2016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水利扶贫工作，成立了由省政府主管
领导任指挥长，省水利厅、发改委、财政
厅、生态环境厅组成的水利扶贫工程指
挥部，各单位通力协作、汇聚合力、扎实
工作。结合贫困地区水利发展实际，我
省构建了“1231”的水利脱贫攻坚制度
体系。即：一个规划——《河南省“十三
五”水利扶贫规划》，两个专项方案——
《河南省水利脱贫专项方案》《进一步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方案》，三个实
施意见——《关于切实做好水库贫困移
民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水利
保障支持脱贫攻坚实施意见》《水利扶贫
开发行动实施意见》，一个行动计划——
《河南省水利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强化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

为圆满完成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
的目标，省水利扶贫工程指挥部制定了
《河南省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双百”
达标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0年实现贫
困人口饮水安全百分之百达标，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从“源头”到“龙头”的百分之
百全过程管理，细化工程运行管护的 7
个环节、40 多项指标。省水利厅围绕

“双百”达标工作方案，组织全省水利系
统逐村、逐户、逐工程排查饮水安全情
况，对存在饮水安全问题的贫困人口在
国务院扶贫信息系统进行标注，并建立
到县到乡到村到户的工作台账，核清问
题原因、工程现状，制定解决措施，以月
为节点，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逐户销号。与扶贫部门对接
沟通，实行动态识别、动态管理，每月底
前将存在饮水问题的贫困人口进展情
况，及时更新至国务院精准扶贫信息管
理平台。全省有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任务
的144个县全面建立了农村饮水安全政
府主体责任、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
责任、千人以上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

“三个责任”；在落实好“三个责任”的基
础上，将管护责任向乡镇政府、村委会延
伸。健全完善了县级农村饮水工程运行
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经
费“三项制度”。

水库移民收入稳步增长

同时，我省通过发放移民后期扶持
直补资金、项目扶持资金向全省53个贫
困县倾斜、重点加快产业发展等工作，水
库移民收入稳步增长。“十三五”期间累
计向贫困地区安排后扶资金 52.85 亿
元。2015 年全省水库移民年人均纯收
入 8913 元，2019 年全省水库移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3951 元，年均增幅

11.8%。省水利厅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
入力度，每年安排投资计划优先向贫困
地区倾斜，“十三五”期间累计向贫困地
区安排投资 248.89亿元，用于大中型水
库建设、农村饮水安全、河道治理、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防洪减灾、水土保持等工
程建设。

积极开展农村供水“四化”工作

2019年，省政府提出农村供水“规模
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城乡一体化”的
工作思路，省水利厅积极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开展试点工作。今年7月，省“四水同
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
饮用水地表化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平
顶山、濮阳市为市级试点，新郑等21个县
（市、区）为县级试点，先行先试。濮阳市
清丰县、南乐县已建成以地表水为水源的
集中供水厂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管网，实
现了“同源、同网、同质、同管理、同服
务”。其他19个县积极开展农村供水“四
化”工作，计划2022年底前全面建成。

粗心乘客遗落手提包
热心车长“完璧归赵”
本报讯（记者 郑磊）昨日，市民何先生不慎将装

有 5000余元现金和数张银行卡、医院看病资料的棕
色男士手提包遗落，正当他焦急寻找时，郑州B18路
公交车长魏大鑫第一时间将拾到的手提包上交车队
办公室，并及时将财物归还失主。

昨日中午，何先生从医院出来乘坐 B18 路车回
家，下车后发现包不见了：包内的几千元钱，是他准备
给父亲交住院费的，着急的他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
顺着线路行驶方向，赶到终点站，得知自己的包被车
长魏大鑫拾到。

据车长魏大鑫介绍，当日中午驾驶车辆行驶到陈
寨站时，一位乘客发现后面座位上有一个男士手提
包，随后将包交给我，“说是让我寻找失主，我将包收
好回到终点站，将包及时交给车队。车队书记查看
后，及时向客服发布了失物的信息，等待失主认领。”

不到半小时，失主何先生来到调度室，看到包内
的现金、银行卡等一样不少，何先生连声表示感谢。

今年以来，郑州公交二公司五车队通过榜样示范、
典型引路，全体车长积极投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
中来。截至目前，该车队做好人好事200余起，收到锦
旗15面，收到表扬信10封，收到表扬电话21个。

10月13日，郑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迎来2020级新
生报到，当天，该校投资
1100 多万元打造的“复兴
号”动车组综合实训中心惊
艳亮相。据悉，该中心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个以“复兴号”
（CR400AF）动车组为原型，
具备动车组模拟驾驶、运用
与检修功能的综合实训中
心，能够满足动车组
司机、动车组机械师
及动车组乘务人员
的岗位实训需求。

师生参与组装
“复兴号”开进校园

实训中心主要由“复兴号”动车组、检修
地沟、三层作业平台等组成，其中最亮眼的
就是长达 56米的 G8102 次“复兴号”动车
组，它拥有头车和05车两节1∶1复原车厢，
包括驾驶室、司机台、商务仓，以及一二等
座、餐车服务、车内教师控制系统等，针对卫
生间的电路、气路、水路系统等也完全仿真。

这个大块头是咋开进校园的？郑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机车车辆学院院长张中央介
绍，经过招标订购，这两节车厢从去年3月开
始进入安装阶段，所有零部件都是散件运过
来的，老师、同学跟厂家的工作人员一起组

装，七成以上的东西和原车一样，有一部分根

据教学需要进行了改装。

“复兴号”上开课
打造毕业生“零适应期”

“大家看看，‘复兴号’和‘和谐号’舱内

的服务设施有什么不一样？”登上“复兴

号”，高铁乘务专业老师正在客舱内进行实

践教学，完全 1∶1仿真还原的服务设施，让

学生们身临其境。有了它，学生们足不出

校，就能在真实环境中开高铁、修高铁，与

未来的工作岗位无缝衔接。

除了动车组，实训中心的检修地沟及三

层作业平台真实还原动车组作业环境，可以

开展动车组车底及车顶检修实训项目，通过
这些项目可以训练学生在真实环境下检修

动车组的能力。

为何要把“复兴号”开进校园？对此，

该校党委书记许琰表示，人才培养必须紧

跟产业技术的更新迭代，让学生足不出校

就能够体验真实的工作场景，一毕业就能

上岗，充分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零适应期”

需求。在他看来，相对于本科教育，职业
教育更侧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
教育是培养为社会直接创造价值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毕业生则是支撑
产业集聚发展、区域支柱产业迈向中高端
的生力军。”

郑报全媒体记者张竞昳

追踪报道

第八届商丘国际
华商节25日举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10月 1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办，商丘市人民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河南省
工商业联合会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将于10月 25日（农历
九月初九）在商丘举行。

据介绍，本届华商节的主题为“殷商之源 通达商丘 华商同心 天下
一家”。第八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式暨拜谒活动将于 10月 25
日上午 9时 9分在商丘华商文化广场举行。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
态化新形势，本届华商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呈
现，不邀请境外人士来华现场参加活动，搭建第八届中国·商丘国际华
商节网上拜谒祈福平台，实现场景化、真实化的云拜谒。届时，国内外
众多的华人精英、华侨领袖、华商巨贾、华人企业家将在线上进行拜祖、
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