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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去年，省人大常委会
共审查批准了12部地方性法规，
其中9部是设区市的首部地方性
法规。今年，设区的市立法的积
极性更高了，不少设区的市报请
了两部的地方法规。根据立法计
划，今年省人大常委会要做好设
区的市拟提请的30部法规的审

查批准工作。
除了数量增加外，今年的不

少市提请批准的地方立法还很有
亮点。在城乡建设和管理方面，
比较有亮点的有郑州市户外广告
设置管理条例、新乡市城市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在环
境保护方面，有洛阳市洛浦公园

管理条例，郑州市湿地保护条
例。三门峡市则计划报请白天鹅
栖息地保护条例，为保护白天鹅
立法。南阳、开封、信阳、驻马店
还为保护水源立法。在历史文化
保护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濮阳
市戚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本报讯 什么是 VR？
VR技术跟新闻传播相遇，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在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2
月 17日下午，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融媒春训营”开营，
首期培训以VR技术为主
题，来自报业集团各媒体的
600余名采编人员和风头
正健的“虚拟现实技术”，进
行了一场零距离接触。这
也标志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为培养全媒体人才推出
的“惊蛰计划”培训大幕正
式拉开。

作为“融媒春训营”的
开班第一课，集团邀请了颇
具实战经验的VR媒体专
家郝晓辉讲课。他从VR
技术基本原理讲到VR图
片视频拍摄，再讲到VR技
术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既
有理论水平，又有实例教
学，精彩的讲解引来了阵阵

掌声。
当天预计到场人员为

400人，距离开场前半个小
时，培训现场就挤满了编辑
记者。很多人在体验区试
戴VR眼镜，感受新技术带
来的新观感、新体验。开场
时，现场座无虚席，不少人
临时加座，甚至坚持站着听
完了全场。

2016年 11月 7日，为
使全体采编队伍业务素养
尤其是媒体融合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以人才培养为抓手，启动
了“惊蛰计划”。

为配合计划的开展实
施，满足集团各媒体对全
媒体复合型人才日益增长
的需求，未来两个月的时
间内，“融媒春训营”一系
列培训活动将陆续展开。

“少讲高深理论，重在实
战操作”，成为“融媒春训
营”培训活动的重要指导
思想。

本报讯 一位孕妇情况
危急，幸好遇到深入基层义
诊的医疗专家，最终化险为
夷；一位多日卧床不起、两
天两夜不吃不喝“等死”的
患癌老者，在医疗专家上门
义诊、鼓励后，开始吃东西
并下床走动，至今尚在与病
魔抗争……这些，都是我省

“红会送医计划”实施过程
中流传的佳话。2月16日
上午，大河报记者从省红十
字会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上获悉，今年，
将采取措施激励更多医疗
志愿者深入偏远地区，方便
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
到医疗专家的服务。

“红会送医计划”是我
省的创新之举，旨在把医疗
卫生专业志愿人才的先进
技能、卫生知识和义诊服务
送到基层最需要的地方。
据了解，“红会送医计划”自
从2015年启动以来，共招
募副高级以上职称注册红
十字医疗专家志愿者3274
名，组成了志愿服务队108

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723
批次。目前，“红会送医计
划”已引起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关注，将来河南进行调查
论证，准备在全国推广。

“今年‘红会送医计划’
将有更多知名专家加入。”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通过改革创新，让更
多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
省级医疗专家的服务。首
先，之前以省级会员单位的
医院为依托，组建志愿服务
队，今年，将在原有基础上，
尝试以省里的知名专家进行
命名，再组织10到15支志
愿服务队，“比如，郑大三附
院副院长王军工作做得好，
下一步，可以以她的名字来
命名志愿服务队，再通过专
家的影响力和爱心招募更多
志愿者，送医下基层。”其次，

“红会送医计划”今年将全覆
盖我省各贫困县，同时将各
志愿服务队对接的县进行
大轮换，让好的医疗专家覆
盖面更广，让医院参与的积
极性更高。

本报讯 作为省科协的“一号
工程”，省科技馆新馆建设连续3
年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不仅
政府部门重视，省科技馆新馆的
建设进度也备受社会公众关注。
2月17日，记者从省科协八届五
次全委会上获悉，省科技馆新馆
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据了解，相较之前的规划，省
科技馆新馆的建设面积和投资规
模都有所增加。省科协主席霍金
花表示，新馆规划建筑面积由10
万平方米调整为13.04万平方米，
投资规模由16亿元调整为20.37
亿元（不含征地费用）。

目前，新馆建筑工程已完成
了项目选址意见审查、建设用地
审查、项目文物勘探和主体建筑
地质勘查、项目场地施工准备、
环境影响评价和节能评估等工
作，委托编制并报批了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并定于上半年开工
建设。

此前，省科协党组书记曹奎
在接受大河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由于我省目前还没有天文馆和自
然馆，新馆在功能区规划方面，探
索与自然馆、天文馆的功能复
合。另外，展品设计也会体现诸
多“河南元素”，注重展品的互动

性、体验性、参与性和启迪性。
据了解，拥有一亿人口的河

南，一直没有一座现代化的、与人
口基数相匹配的省科技馆。2014
年，我省启动省科技馆新馆规划
建设工作；2015年5月，省政府同
意建设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同年6
月，省发改委批复了《省科技馆新
馆建设项目建议书》。

根据规划，河南省科技馆新
馆建设项目选址位于郑州市郑东
新区白沙园区象湖湖畔（金水大
道以北，锦绣路以东，象湖以西），
规划用地面积134亩左右。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融媒春训营”热闹开营

VR技术培训
吸引600余采编人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会增 范昭

我省“红会送医计划”
将组织“专家号”志愿服务队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医疗专家服务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马位峰

河南省2017年立法计划出炉

17部省本级法规进立法“预备队”
□记者 侯梦菲 实习生 李念

核心提示 | 为民生立法，是人大立法的重要内容。昨日，记者从省人大法工委获悉，省人大常
委会2017年度地方立法计划已经印发。根据今年的立法计划，我省将提请审议物业管理条例、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省本级立法项目。另外还将对31部条例、办法进行立法调研。在地方立法方面，
将计划审查批准30部地方法规。

立法 | 17部省本级法规列入今年“预备队”

据了解，今年省人大共计划提
请审议17部省本级立法项目。其
中，9部省本级法规是“备选项目”。

今年，省人大立法的项目包
括哪些？今年，省人大常委会拟
制定修订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物业管理条例、节约能源条例、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
理办法、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职业培训条例、奖励和保护见义

勇为人员条例以及办理省人大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法等8部
省本级法规。

另外9部备选项目的法规，包
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扶贫开
发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安全
生产条例、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条例等，将根据工作进度
适时安排审议。此外，还将开展
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预算监督

条例、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条例等
31项立法调研。

有读者会有疑问，列入立法
计划是不是必须“出台”？省人大
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列入地
方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都要按
计划进行落实。因特殊情况不能
按时将法规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的，相关部门要作出说明，并重
新确定提请时间。

亮点 | 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委托第三方起草物业管理条例

越贴近民生的立法，越受关
注。和不少读者一样，记者最关
注的是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物
业管理条例等条例。这些法规关
乎着能看到多少蓝天白云，关乎
着小区是否能“安居”。

据了解，目前，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作为“头号立法”项目，草
案已经在紧密修改中。而省物业

管理条例，更是一再修改。省人
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保护业主们的合法权益，防止部
门利益法律化。经过公开招标，
省物业管理条例被委托第三方起
草。

为了取长补短，省人大法工
委又协调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同时起草法规草案，最终法工委

将两份草案合二为一，形成新稿。
“这部法律重点解决我省物

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确保物
业管理市场各方权利义务的公平
性。”省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下决心提交一个高质量的
法规草案，保障和改善民生。

相关 | 设区市计划报请批准30部地方条例

省科技馆新馆今年上半年开工
新馆“长个儿”，建筑面积增至13万㎡
□记者 侯梦菲 实习生 李念

□记者 侯梦菲 实习生 李念

本报讯 没有资金支持，创新
就无从谈起。1月17日，全省科
技工作会议召开，对全省科技工

作进行了部署。据了解，今年我
省将划拨5亿郑洛新专项资金，支
持示范区培育主导产业和创新主
体、建设重大创新平台、集聚高端
创新人才等。

省财政厅的一项数据显示，
去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 95.5 亿
元，今年我省将增加财政支出，并
计划设立院士基金用于对院士等
高端人才给予科技项目资助。

我省拟投5亿专项资金，支持郑洛新自创区1+1新闻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