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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技 能 培 训
管理服务平台启用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
悉，郑州市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启用，该平台将依法依规
推进培训全过程监管。

据了解，我市全年将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0万人次
以上，其中补贴性培训 35万人次以上，涉及专项资金近 10亿
元。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一项便企惠民的民生工程，覆盖人数多，
涉及资金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服
务域内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提高职业培训和技能人
才培养为目的，创新工作方法，运用信息技术，设计开发了郑州
市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平台。

该平台启用后，平台管理部门将依法依规推进培训全过程
监管，积极发挥“平台”的远程监管及可追溯等优势，实时抽查培
训情况，同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流程，对培训补贴申报材料的
规范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审核。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记者
从 10日举行的“河南省第三届健康科普能
力大赛颁奖典礼”上获悉，我省全面提升健
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水平，2020年全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6.76%，较 2015年提
高了20个百分点。

本次大赛自 2020 年 10月正式启动以

来，吸引全省近万名医务工作者积极参
与。经过各地初赛、省级复赛、总决赛，
最终评选出 10 部健康科普文艺作品、特
别奖 2 人、金奖 3 人、银奖 4 人、铜奖 5 人、
最具潜力奖 18 人、科普业绩奖 10 人、现
场表现奖 12 人、入围奖 58 人、最佳组织
奖 20 个。

据了解，河南省已连续三年开展全省性
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先后有近两万名医务工
作者参加比赛。多数优秀选手纷纷加入省
市县各级健康科普团队，走向基层城乡社
区、学校企业机关等，面对面向广大群众科
普健康素养知识，助力提升全省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群众文明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2020 年，在“两建三融四
行动”工作格局的带动下，我省实施科普
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工作水平，2020 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 26.76%，较 2015 年提高了 20 个百
分点。

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5年提升两成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4月 11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四批19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荥阳市4个，管城回族区、新密市各3个，惠济区、新郑市、
登封市、中牟县各2个，中原区、金水区、经开区、航空港区、巩义市各
1个（航空港区、中牟县共同案件 1个，荥阳市、新密市、巩义市、登封
市共同案件 1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郑州市协调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已按程序交相关区县（市）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
月。进驻期间为 2021 年 4 月 7 日~5 月 7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371-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
地方处理。

春日，徒步郑州黄河大堤，但见满
目青翠，河堤旁的防护林如一道绿色长
城，既保持沿岸水土、阻挡风沙，也净化
空气、美化环境。绿色屏障保护黄河、
增绿郑州，有一群“森林卫士”，在母亲
河畔默默守护着这些绿色，这就是郑州
森林公安。郑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
局第三派出所所长张宏伟，正是其中的
出色代表。

1989 年参加工作以来，张宏伟严格
按照合格共产党员和优秀人民警察的标
准要求自己，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破获了
一个又一个案件。

2020年 8月 21日，所里民警向张宏
伟汇报，惠济区天河路十八门闸附近发生
一起树木盗伐案，被盗伐的树木 100 多
棵。他带领队员迅速赶往现场，当即扣押
盗伐当事人丢在现场的两台车，并决定从
两台车入手摸查线索。但车主装疯卖傻，
多次提供虚假信息。张宏伟顶住压力，深
入调查。案件的取证持续了两个多月，种
种线索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团伙作
案。他晓之以法、动之以情，终于使车主
坦白，案件取得重大进展。调查发现，涉
案人员建立攻守同盟，设法销毁证据，提
供虚假证言。张宏伟带领办案人员以事

实为依据，抽丝剥茧，种种证据直指主犯
张某红。经查，2020年 6月，张某红组织
涉案人员，擅自以24万元的价格，将黄河
水利委员会所属单位的 200亩防护林杨
树盗卖给李某。李某在明知该案主要涉
案人无权处置涉案树木的情况下，明目张
胆组织人员违法采伐。最终，5名犯罪人
员被绳之以法。

参加工作 30多年来，凭着执着的敬
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张宏伟先后办理
了刘保海等人非法贩卖运输国家濒危野
生动物特大案件、黄河滩非法猎杀野生动
物灰鹤案和涉及毁林、非法占用林地等问

题的数起大案要案，忠实履行了森林警察
的神圣职责。作为派出所所长，他高标
准、严要求，带出一支过硬队伍。他任所
长三年多来，所内民警无一违法违纪。

在守护绿色的同时，张宏伟还不忘为
辖区群众办实事。他所在的派出所与花
园口小学开展警校共建，全面推动安全教
育、法治教育等工作进校园，培养孩子爱
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所里组织
民警轮流在校门口义务执勤，疏导交通，
得到学生家长好评。

多年来，张宏伟忠诚履职，荣立个人
三等功一次，被评为“优秀人民警察”“优
秀共产党员”“野生动物保护先进个人”

“黄河湿地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等，2020
年，他带领全所荣立集体三等功。

保护一片绿色、维护一方平安，张宏
伟和他的战友们仍然在忙碌着。

母亲河畔的“森林卫士”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

昼夜温差大谨防感冒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

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经历升—降—回升—再降的过程。
根据预报，本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多云天气为主，12日夜

里至13日风力较大。周二受冷空气影响，气温较前期下降4℃~5℃，
周中气温有所回升，周六再次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温度降至20℃。
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郑州市本周具体天气预报为：4月 12日(星期一)多云，偏南
风2~3级转东北风3~4级，13℃~25℃；4月 13日(星期二)多云，
东北风4~5级转2~3级，13℃~20℃；4月 14日(星期三)多云，偏
南风 2~3级，12℃~21℃；4月 15日(星期四)多云，偏西风 2~3
级，12℃~25℃；4 月 16 日 (星期五)多云到晴天，偏西风 3 级，
12℃~23℃；4月17日(星期六)晴天间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3
级，11℃~20℃；4月18日(星期日)多云，偏南风2级，10℃~21℃。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王霞 文/
图）10日，由市园林局主办的“绿满商都 花
绘郑州”郑州市第十一届牡丹芍药花展在
郑州植物园拉开帷幕，市民在“绿城牡丹海
醉美四月天”中流连沉醉，欣赏牡丹的雍容
华贵和国色天香。

郑州植物园目前收集牡丹品种 459
个、4 万余株，芍药品种 94 个、1 万余株。
拥有中原、西北、江南、海外四个牡丹品种
群，红、白、粉、黄、紫、蓝、绿、黑及复色九
大色系。其中姚黄、魏紫被誉为牡丹的

“王”和“后”，贵妃插翠、青龙卧墨池、豆绿
等为国内牡丹精品，日本的花王、圣代以
及美国的海黄、金晃等为海外牡丹精品。

今年，郑州植物园牡丹园进行了坡地形改
造，并扩展至四个中心附近，种植面积更
大，观赏效果更佳，较往年更显花大色艳
味儿香。

为迎接花展，郑州植物园还在西门至
牡丹园之间设置了多处牡丹主题景点、花
柱造型、牡丹文化长廊等，以牡丹诗词、绘
画、书画等装饰，展示牡丹文化，对牡丹种
质资源、品种演化、牡丹和芍药的区别、中
国牡丹芍药文化等进行科普。

据悉，牡丹芍药花展将持续至 5 月
10 日。目前，正值牡丹赏花的好时节，
而芍药的盛花期预计为 4 月 25 日至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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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如何管理
城管部门问计于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10日上午，郑州市、区城管部
门联合各单车企业，在市区 4个骑行需求较大的区域开展共享单车
管理问卷活动，就共享单车的投放量和增加共享单车停放点（电子围
栏P点）等内容向市民广泛征求意见，以便于对共享单车更加精准有
效管理。

记者在伊河路光合大厦活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参与现场问
卷活动当中，就自己对改进共享单车管理建言献策。据悉，4月 1
日起，我市共享单车全部更换为使用北斗定位技术的新型单车，停
放规则由原来的随意停放改变为定点停放。由于前期车辆投入不
及时和停放点设置不够，出现了找车难、停车难的问题。问题出现
后，城市管理部门及时与单车企业沟通，采取增加车辆投放、增加
车辆停放电子围栏，并在 20日之前免收调度费，尽力解决前期出现
的问题。

大爱寻亲公益
慈善基金成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10日下午，郑州慈善总会
联合郑州大爱寻亲服务中心等共同举办“郑州大爱寻亲公益慈
善基金”成立暨寻亲大会。现场郑州大爱寻亲服务中心向郑州
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善款成立慈善基金，同时为现场寻亲的家
庭和个人采集DNA，帮助他们找寻失散的家人。

郑州大爱寻亲公益慈善基金旨在帮助更多失散家庭团圆，
这是郑州慈善工作中第一只开展此类公益服务的基金。活动
中，郑州大爱寻亲服务中心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 10万元，浙商
代表企业向基金捐赠两万元善款，一批批爱心个人纷纷捐款支
持。基金为寻亲困难患者史红亮捐赠善款 12800元、为中牟县
大孟镇敬老院捐赠物资价值8500元。

高三“二模”测试
答案网上公布

本报讯（记者 王红）全市 2021 年高中毕业年级第二次质
量预测已于 3月 30日、31日完成。昨日，记者从市教育局教研
室获悉，为方便考生和家长，此次全市统一的高三“二模”考试
各科目参考答案已全部网上公布，高三学子可对照参考，查漏
补缺。

据介绍，此次网上公布的全市高三“二模”考试参考答案包
括：英语、英语听力、思想政治、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理、数
学（文、理）以及语文科目，查询网址为郑州基础教研综合工作平
台。除了本次测试题目答案之外，还有具体到每个学科每道大
题的具体评分标准。学子在参照答案的同时，也可以详细了解
如何作答才能有效“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