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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心医院
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谷运岭 文图

本报讯 11 月 8 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漯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经国家人社部、全国博士
后管委会批准，全国 399 个单
位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其中，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医专一附院）也在名单
之中，也是全国寥寥无几的地
市级医院之一。
据了解，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是指在企业、科研生产型事
业单位和特殊的区域性机构
内，经批准可以招收和培养博
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为我国
的高技术人才与企业搭起了
桥梁，是产、学、研相结合的新

路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
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有
形式，也是检验一个单位是否
具有较高科研水平、成果转化
和科研实力的
“金标准”
。
据漯河市中心医院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这 是 该 院 继
2017 年获批河南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后，在高层次人才
培养、科研创新平台打造方面
取得的又一个新的突破，是对
医院技术创新能力及科研能
力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作为豫中南地区
规模较大的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养老养
生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漯
河市中心医院一直坚持
“科技
强院”的办院方针，在人才引
进与培养、科研平台打造、设
施条件改善、科研经费保障等
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取得
了明显成效。
近五年来，漯河市中心医
院先后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120 余项，年平均举办各类学

术会议超过 100 场次，该院专
家年平均参与学术会议发言、
主持及专题讲座突破 200 人
次。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1 项 ，累 计 获
省、市级科研立项 18 项，发表
国 家 级 以 上 论 文（含 SCI）
1100 余篇，出版专著 100 余
部，专利 13 项。获省、市级科
技成果奖 45 项。漯河市中心
医院用于科研上的奖励年平
均在 200 万以上，连续三年荣
获河南省卫生计生科技工作
先进集体。
2016 年，漯河市中心医
院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依托单位和国家临床药物
试验机构。作为河南省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该院目前共
有博士后指导老师 8 人，在站
工作博士 6 人。漯河市神经
科学研究所、心血管病研究
所、眼科研究所、糖尿病研究
所、关节脊柱外科研究所、创
伤及手外科研究所设在医院。

凭身份证可以直接办营业执照了
漯河“集群注册”模式让创业更轻松

N 变 H，
4变1

货车司机涂改车号牌
被罚款并被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秀根
本报讯 高速缉查布控
系统预警提示，一辆货车为
假牌车，当高速交警将其拦
停后，却发现原来是司机自
作聪明，将号牌涂抹了几个
数字及字母，殊不知此行为
已触犯了法律。11 月 9 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
漯河市公安局南洛高速公路
执勤大队了解到，目前该货
车 司 机 已 被 依 法 处 以 2000
元罚款、行政拘留 3 天，暂扣
车辆的交通处罚。
“一辆车牌号为豫
H75***的半挂车为假牌车。”
10 月 29 日 上 午 11 时 17 分
许，正在南洛高速漯河西交
通执法服务站执勤的高速交
警，突然收到缉查布控系统
预警提示。接到指令后，民
警立即在卡口对报警车辆进

行布控拦截。
5 分钟后，这辆假牌车驶
入民警视线，假牌车司机看
到前方执勤民警后，正准备
加速逃离，凭多年的工作经
验，执勤民警迅速驾驶警车
向前喊话并将其查获。民警
对该车进行检查后发现，该
车司机把号牌中“N”的黑漆
给涂抹掉，在中间加一横变
造成了“H”；又把数字“4”的
黑漆涂抹掉变造成“1”，已经
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
据该车司机介绍，由于
赶时间前往武汉，就想到利
用变造机动车号牌逃避电子
眼抓拍超速的办法。经过民
警严厉批评教育，司机对其
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陈珂
本报讯“一张身份证就
能办执照，圆了我的创业梦！”
11 月 9 日，刚刚大学毕业的
小李提及自己办理的电商营
业执照，很是感慨：
“我一无资
金，二无场地，在工商部门的
帮助下，通过集群注册登记，
找到一家托管企业，仅需两个
小时就拿到了工商营业执照，
实在是太方便了。
”
据了解，今年以来，漯河
市工商局在实施
“多证合一”
、
全程电子化登记、证照分离、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等改革举
措后，又在今年 10 月份，研究

出台了《漯河市集群注册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
了对没有住所的企业，通过托
管企业提供住所就能办理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登记。
“集群注册登记，主要是
针对创业者和新业态企业无
固定办公场所的办照难题推
出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漯河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说，集群
注册指一个托管企业的住所
或经营场所地址，作为多个企
业的住所登记，并由该企业提
供住所托管服务，形成企业集
群的登记注册模式。也就是

说，企业无须自己租赁住所或
办公场所，而是由有托管业务
的运营公司提供住所进行工
商登记。
“换句话说，以后办企业
没有营业场所也不是问题
了。”该负责人介绍，豫货通天
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提
供托管服务的公司，正是专为
没有住所的初创企业，设立集
群注册和提供托管的平台。
目前该公司已为 6000 多家没
有住所的企业实行了集群注
册登记，并推行了电子营业执
照的普及应用。

漯河职院
全国纺织服装设计技能大赛夺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易春林
本报讯 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从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获悉，在第十届“蜀菁杯”全
国纺织服装职业院校学生纺
织面料设计技能大赛上，该校
服装系纺织品设计专业参赛
学生发挥出色，取得优异成
绩。
据介绍，每年的全国纺织

服装职业院校学生纺织面料
设计技能大赛，是纺织品设计
专业全国最具权威的技能大
赛。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国
18 所院校的 160 多名优秀学
生参赛。比赛分为理论考试
和现场命题——
“春华秋实”
实操设计两个部分。
大赛中，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服装系纺织品设计专业参
赛学生，用融入市场流行元素
的花样设计作品征服了大赛
评委，获得了 1 个一等奖、1 个
二等奖、2 个优秀奖。其中，
王娇娇同学在计算机纺织面
料纹样设计组获得第一名，实
现了该校纺织品设计专业在
国赛上的历史新突破。

辍学少年网购弹珠砸车窗
系列砸车盗窃案告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贾战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漯河
市临颍县相继发生汽车玻璃
被砸盗窃车内物品案件。经
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调查发
现，嫌犯竟是 4 个未满 16 周
岁的孩子。
据警方介绍，今年经常
接到车主报警，称晚上停在
路边的车，第二天一早发现
车窗被砸物品被盗。临颍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组织精
干力量破案。
办案人员经过对案发现
场的勘查勘验，发现被砸碎
车窗都有个小眼儿，并在车
内发现钢珠，经过对周边群
众走访调查，对此类案件进
行了分析和串并，确定犯罪
嫌疑人是几个年轻小伙儿，
随身携带弹弓之类的工具，
有相关的作案经验，但案情
依然扑朔迷离。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刑
侦大队教导员李军伟对此案
重新梳理后发现重大线索，
犯罪嫌疑人员身份清晰，可
以立即组织警力抓捕。当天
下午 3 时，民警将正在网吧上
网的嫌疑人巩某、杨某抓获

归案，且其二人都为未成年
人，未满 16 周岁，在大量的证
据面前，其二人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警方调查得知，与他
们一同作案的还有他人。刑
警大队五中队协警秦川，也
时刻注意着余下嫌疑人的动
向。10 月 20 日，秦川通过信
息整合发现嫌疑人王某、牛
某等人踪迹，立即将此线索
报告大队领导，专案组成员
在郑州二七区将正在熟睡的
王某、牛某抓获，二人亦是未
满 16 周岁，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至此，临颍县 2018 年系
列砸车玻璃盗窃车内物品案
件已破，真相大白。据警方
调查得知，4 个孩子由于辍学
在家，通过网络游戏、微信认
识，合谋后在网上购买弹弓
钢珠，射弹、碎窗、搜索、望风
等分工明确，疯狂在临颍、郑
州、平顶山境内作案百余起，
办案人员在其住处缴获弹弓
两个，钢珠 6 斤，及大量作案
工具，追回并缴获赃款赃物
价值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