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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关
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16
日上午，作为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
列对接活动的一部分，工业互联网平台应
用论坛在郑州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平
台赋能 融合创新”。该论坛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国工程院、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承办。
论坛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

中心副总工程师黄鹏解读了《解密数字经
济时代制造业转型路径》。她认为，我国制
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挑战。目前，企
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
识。89%的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企

业成功的关键，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制
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一定风险，且成功
率较低。

黄鹏在分析原因时说，以流程驱动转
向以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正在变革。制
造业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可谓千头万绪，
涉及多技术、多环节、多领域，很难全链路

出击，同时对所有环节进行改造。她认
为，路径缺失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
要挑战。

黄鹏说，电子行业转型需求强烈，基
础良好，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军。
从技术路径来看，将从传统技术架构向
平台架构发展。就推进方式而言，需要
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方式。她认为，数
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企业的高层领
导需要深度参与。并且，要让员工充分
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与自身息息
相关的巨大收益。

本报讯（记者 曹婷）17 日上午，作为
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之一的 5G专题对接会在郑举行。会议透
露，目前我省已建成 5G 基站 3.6 万个，实
现了县城以上城区全覆盖和行业领域场景
应用按需覆盖，5G网络建设走在了全国第
一方阵。

据介绍，我省高度重视 5G发展，研究
出台《河南省加快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确定

未来三年 5G发展目标，从网络建设、技术
创新、场景应用、产业发展等四个方面明确
了重点工作任务，规划了行动路径。

我省还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铁塔签订了 5G战略合作协议，为
进一步巩固我省 5G 网络建设优势、推动
5G技术创新、推进 5G在行业领域深度融
合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工业
大省、文旅大省，具备了 5G 融合赋能的

良好土壤，有着巨大的在 5G 应用市场
空间。”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充分利用 5G 技术深度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是我省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发
展方向。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无线电研究
中心无线应用与产业研究部主任李珊，就
我国 5G 发展应用现状展开演讲，分析了
5G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路径，充分肯定

了河南 5G建设成就。李珊认为：“河南在
5G网络建设方面非常领先，建设速度以及
整个网络建设质量都很好。5G应用方面
发展也非常快。”

同时，中国电信集团“5G+工业互联网
产业基地”首席咨询专家、副总经理周骏对

“5G融通将来、数据引领未来”做了演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等分享了 5G 在智慧医疗、手术导
航等领域的典型应用解决方案。

我省5G网络建设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建成5G基站3.6万个 实现县城以上城区全覆盖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论坛在郑举行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挑战

河南名企大型人才交流会举行
达成1000余份初步用人意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王超）16日上午，由
共青团郑州市委主办的“百校千岗，职等你来”2020年河南名企大
型人才交流会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176家用人企业和
近4000名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作为“百校千岗，职等你来”人才交流会的亮点，团市委在会场
入口设置的“创业就业导师咨询台”受到求职者的欢迎，前来咨询
的青年络绎不绝。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前来应聘的求职者大多是

“95后”，甚至还有“00后”。这些青年思维活跃、个性开朗、阳光自
信，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很受用人企业的欢迎。

当天，176 家招聘单位为求职者们提供了 5000 多个就业岗
位。参与单位不仅有河南本土大型企业，更有众多来自互联网发
展、共享科技等领域的知名企业，涉及会计、设计、机械加工、文化
创意、IT技术等多个行业，达成初步用人意向1000余份。

我省拟认定49家单位为
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记者 16日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今年我省拟认定驻马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河南宇通工业
研学基地等49家单位为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支持学
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此次省教育厅拟认定驻马店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两家单位
为河南省中小学综合性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河南宇通工业研学基地、
宝丰县马街书会民俗园、温县小麦博物馆等47家具备国防、科技、民
族文化等教育职能的单位为中小学专项性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按照规定，被正式认定的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第
一年省级认定，一年后予以复评，复评合格的单位将被授予省教育
厅统一制作的“河南省中小学综合性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或“河南
省中小学专项性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标牌。挂牌后的河南省中小
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每届 3年，届满时经省、市两级检查考核，合
格的继续保留，不合格的予以摘牌。

河南援非医疗队再出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郑良子）16日上午，

2020年中国援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第22批医疗队，援厄立特里亚
第 14批医疗队授旗仪式暨欢送会在郑州举行，62名医疗队队员
即将奔赴非洲，履行援外医疗任务。

据了解，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 22批医疗队由濮阳市卫生健
康委牵头组建，河南中医药大学及第三附属医院参与组建。中
国援赞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由开封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组建，河
南大学及第一附属医院、淮河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省直第一
医院参与组建。中国援厄立特里亚第 14 批医疗队由焦作市卫
生健康委牵头组建，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参与组建。

自 1973年河南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1978
年、1997年分别开始向赞比亚、厄立特里亚派遣首批医疗队）以
来，我省与非洲国家的卫生健康合作已经走过 47年历程，累计派
出医疗队58批 1179人次，诊治受援国群众710多万人次，开展各
类手术4.9万余次，培养当地医务人员8100余名。

郑州为卢氏县
带去2000多个岗位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牛立勇）昨日是第七个全国扶贫
日，结合郑卢结对就业扶贫的工作实际，我市为卢氏县带去 2000
多个岗位。

以“稳岗就业，决胜攻坚”为主题的卢氏县“就业扶贫行动日”
专场招聘会当日在卢氏县卢园广场隆重举行。本场招聘会由郑州
市人社局、卢氏县人社局主办。

据介绍，经过对卢氏县农村劳动力的深入调查了解，根据当地
贫困人员年龄偏大、技能水平偏低、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特点，郑州
市人社局已在卢氏县举办多次招聘、培训活动。此次招聘会在消费
扶贫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再次组织40余家企业参会，其中选择了
就业门槛较低的家政、食品、人力资源、汽配、酒店、电气制造、销售
等2000多个就业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招聘会现场群众踊跃参加、咨询，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及创业项目，据统计前来求职人数 2040人次，通过供求双方面
对面沟通，招聘会现场达成求职意向662人。

省跆拳道锦标赛
郑州健儿斩获8金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5天激烈角逐，2020年河南省跆拳道
锦标赛昨日在商丘市落下帷幕。郑州市跆拳道健儿在本次比赛中
表现出色，共斩获8枚金牌、10枚银牌和11枚铜牌，并获得团体总
分第一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河南省跆拳道锦标赛是我省跆拳道项目最高水平的赛事，每年
举行一次。今年的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22支代表队的720名运
动员参赛。比赛分为男、女甲、乙组四个组别，设有40个小项。

郑州市跆拳道健儿在比赛中敢打敢拼，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
力，最终，胡家豪、段俊男、张昊天分获男子甲组 68、73、78公斤级
的金牌；李家平、董展分获女子甲组49、52公斤级的金牌；秦瑞、王
珂婷、张欣悦分获女子乙组 46、55和 59公斤级的金牌。豪夺 8金
10银 11铜，团体总分名列第一。

（上接一版）在郑州市妇幼保
健院，每个诊室的桌子上都有一
个扫码桩，产科二区副主任杨慧
丽说，患者就诊、检查、取药等费
用都可以在这里通过手机扫码支
付，免去了跑来跑去排队缴费的
麻烦。而床旁结算，则使住院患
者也享受到了这种便捷。“加上住
院账户余额，一共退给您 26705.1
元，钱已经原路退回您卡上，您可
以直接出院了。”在郑州市儿童医
院普外科二病区病房，会计张心
莉推着“床旁结算”的手推车，将
结算发票送到了患儿妈妈手中。
这个手推车上配有打印机、POS
机，相当于移动工作站，让住院患
者可以在病床前完成一站式办理
出院手续。

据悉，目前全市已经在市县
两级共 40家公立医院实现了“就
医一卡通”，14家市级、18家县区
级公立医疗机构已开通诊间结算
服务。市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市
七院等 14 家公立医院已经开通
床旁结算服务。

城乡居民家门口
能享医疗服务
家住东风路的陈大爷今年70

岁，有高血压的老毛病。10月 10
日早上起床，他感觉有点头晕，于
是溜达着来到离家不远的东风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诊断是
天气变化导致的血压波动，给他
调整了降压药物，陈大爷非常满
意。“我这头晕是老毛病了，以前
去大医院，加上路费、挂号费咋也
得花上一两百块钱，现在溜达着
五六分钟就能到这儿，二三十块
钱就能解决问题，这里的大夫看

得认真细致，一点不比大医院
差。”

据悉，为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和群众满意度，2018年，郑州市卫
生健康委在全市启动“优质服务
基层行”活动，全面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
就近享有方便、经济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东风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王诗坛说，如今中
心的硬件条件和医疗水平都得到
了很大提升，“居民对咱更信任
了，现在每天的就诊量是之前的
四五倍。”

城市居民可以享受“15分钟
医疗圈”的便捷，通过建设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广大农村也实现了

“大病不出县、小病就近看、未病
共同防、群众更健康”的目标。9
月 3 日上午，巩义市南河渡卫生
院，河洛镇康沟村村民张会贞来
找医生开药。她前几年做了食道
癌手术，术后老爱拉肚子，以前得
花时间跑巩义市区医院，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拿药。
2019年以来，巩义市强力推进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在郑州地区率
先挂牌成立总医院，组建一个由
巩义市人民医院牵头，妇幼保健
院和全部乡镇卫生院共同参与的
公共医疗机构为主体的紧密型医
共体。大批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
各个乡镇卫生院，专家定期排班
坐诊，使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看上“专家号”。随着各县域医共
体建设的推进，“大病不出县”正
在逐步成为现实。郑州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力
争使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县
域内基层就诊率达到65%左右。

引入高端医疗团队
立等可约院士看病

因生意场上的交际应酬，过
度饮酒，40岁的老康患上了肝硬
化。4个月前，更诊断出到了肝衰
竭的地步。肝移植是首选治疗方
案，但是高昂的费用和稀缺的肝
源让一家人一筹莫展，直到他们
听说李兰娟院士团队入驻了郑州
市三院。

在该院肝病科，树兰医疗集
团派驻郑州市三院副院长陈平
经过多学科会诊，决定为患者实
施“李氏人工肝”，并在每周三开
展的院士远程会诊中邀请到李
兰娟院士亲自会诊。经过李兰
娟院士与郑州市三院肝病团队
反复商讨和不断摸索，最终制订
出 了 适 合 患 者 的 最 佳 治 疗 方
案 。 经 过 近 70 天 的 系 统 化 治
疗，老康的身体逐渐恢复。“要不
是李院士，我可能就没救了，搁
过去谁能想到，咱一个老百姓，
还能不出郑州找到李院士亲自
看病啊！”

老康能够战胜病魔，得益于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郑州市三院
与树兰医疗开展的深度合作。自
2018年树兰医疗进驻郑州市三院
以来，李兰娟院士带领医疗团队
在该院多次开展医疗技术帮扶、
远程会诊、疑难患者救治等工作，
深受患者欢迎。郑州市三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医院将继续
携手树兰医疗专家团队，把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不断引入下沉，形
成“知名专家常驻、院士专家可
约”的常态就诊模式，造福中原患
者，助力健康郑州建设。

推进“互联网+医疗”县域医共体“崛起”社区卫生中心水平提升……

看病就诊更方便
居民满满获得感

市领导开展专题调研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提质增效促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各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履行契约精神，按照前期投资
建设规划，抢抓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如期完成投资建设；要强化责
任意识，严格按相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工
作；要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量标准，力争把每个项目打造成精
品工程、安全工程；要用好重点项目这一载体，推动技术创新、产业
升级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努力实现郑州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画出童心中的最美黄河
郑州市少儿绘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作为郑州市第十七届绿城读
书节、郑州市 2020年少年儿童黄河系列活动，昨日，以“筑梦黄河
丹青少年”为主题的郑州市少儿绘画大赛作品展览暨颁奖典礼在
郑州美术馆举行。

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单位承办，从策划筹备、作品收集到分
赛、决赛，前后历时 4个多月，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受到学
校、家长、社会团体的广泛赞誉，共收到参赛作品 10000余幅，经
过层层选拔，共有210幅作品获奖及展出。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为获奖选手颁奖，并与孩子们一起欣赏优
秀作品，感受孩子们画笔下的“黄河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