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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介入
为港区建设注入“推进剂”

尉氏县毗连郑汴新区，西接京
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北靠陇海铁
路、连霍高速，东临日南高速、大广
高速，2013 年 3 月，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家批
复，处于郑州航空港畔的尉氏有 65
平方公里被纳入规划范围。

尉港新区开始被世人瞩目。
“我们的项目一启动，供电局

就来为协助我们规划线路，帮助我
们及时通电，这服务真是太贴心
了！”说起尉氏县供电局供电服务，
尉港新区一项目负责人不由得竖
起了大拇指。

万事开头难，港区建设工作千
头万绪，电力服务作为基础工作迫
在眉睫，为助力港区发展，尽快将

电源按期接入，2013 年 6 月 22 日，
尉氏县供电局派出技术人员赶赴
工作现场，认真进行勘察、设计、备
料，制订详尽的施工方案和危险点
预控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对
整个工程关键节点和步骤进行了
超前统一协调，派专工实行工程全
过程跟踪服务，对安全隐患严把
关，确保项目竣工后企业用上安全
电、放心电，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
路线。

2013 年 8 月 ，太 阳 炙 烤 着 大
地，大营供电所 20 多名施工人员
冒 着 高 温 开 始 施 工 ，每 天 早 上 6

时开工，晚上 8 时才结束一天的
工作，大家克服时间紧、任务重、
民事关系处理难度大等困难，加

班加点，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辛奋
战，为尉港新区注入了电力原动
力。

亮化工程
打造港区“金光大道”

郑州航空港与尉氏县之间有
一条 60 米宽、13 公里长、双向 6 车
道的尉港大道，目前路面已铺设完
毕，为配合港区建设和城市亮化工
程，提升城区整体形象，根据县政
府要求，供电局负责对尉港大道进
行路灯架设安装工程。

路灯安装负责人介绍：“这项工
程去年 11月初开始动工，奠基浇灌、
埋设电缆、组装灯杆，共铺设地下电
缆 13公里，架设双向路灯 650盏，安

装 10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 13 台，为
全面通车做好了准备。”

借助跑道
电力服务助港区腾飞

“港区工程进展到哪里，我们的
施工电源就先行架设到哪里，电力安
全防护措施跟踪到哪里，我们电力部
门将全力为港区建设服务，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践行群众路线……”为满
足港区用电需求，该局局长高腾飞
表示将全力以赴。

2014 年 1 月 21 日，随着调度的
一声命令，110kV邢庄变电站正式投

入运行，电网新增变电容量 10 万
kVA，不仅优化了电网结构，也极大
提高尉氏县域供电可靠性，为满足周
边产业聚集区经济发展和港区建设
用电提供了更为坚强的电力保障。

邢庄变电站是开封供电区首座
智能化变电站，一次设备采用单母
线分段接线方式，具有两台 50MVA
的变压器，5组110千伏断路器，刀闸
12支，电流互感器5支。35千伏出线
3条，10千伏出线 7条。变电站施工
中，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难，起早贪
黑，抢时间，赶进度，经过 6个月的连
续奋战，于今年1月上旬全面竣工。

为全力服务项目建设，该局营
销、计量等部门负责人还多次与项
目部进行交流沟通，以便听取意
见，解决问题，为港区经济快速发
展提供及时、优质的电力保障。

(谷红霞/文 郑亚亚/图)

用 服 务 让 新 区 建 设 用 电 舒 心
—— 尉氏县供电局服务尉港新区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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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 6 月 6 日，荥阳
市桥楼镇楚堂村农民楚建强告诉记者，今年
收获的部分小麦存在小粮仓里，不怕虫咬鼠
害，等到价格满意时再出售。

这种小粮仓由优质彩钢板制作，仓体底
部有专用防潮垫，防霉性能好，能有效避免虫
噬、鼠咬、霉害。目前，全省已经有 12 万户农
民用小粮仓代替了原来的编织袋存粮和露天
堆放。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有些农
户习惯于留足口粮，有些农民则希望等到价

格合适时再出手卖粮。省粮食局流通与科技
发展处处长朱保成介绍说，目前我省农户储
粮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30%。

为减少农民储粮损失，2009 年起我省
启动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工程，在全省推广
小粮仓，投资由中央投资、地方配套和农户
自筹按照 3∶3∶4 确定。目前，我省已在郑
州、新乡、永城等地制作发放小粮仓逾 12
万套，使农户的产后储粮损失由 8%减少到
2% 以 内 ，相 当 于 约 2 万 亩 高 产 良 田 的 产
量。③7

小粮仓“存”出万亩田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6 月 9
日，省招办公布了 2014 年军队（武
警）院校在豫招生计划。 29 所军
队、武警部队院校计划在我省招收
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 1038 名，男生
1009 名、女生 29 名，比去年增加了
119 名。另外，有 58 所普通高等学
校在我省计划招收 473 名（男生 470
名、女生 3 名）国防生，比去年增加
24 人。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可以
兼报国防生。

按照规定，报考军队、武警部队
院校考生，须是参加 2014 年高考的
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不
超过 20 周岁（1994 年 9 月 1 日以后
出生），不低于 17 周岁（1997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报考军队院校的

考生，不得兼报公安、司法和其他提
前录取本科批次院校。新生入学 3
个月内，因政治复审或身体复查不
合格的考生，但符合普通高校录取
条件的，本人可以向省招生办提出
申请，调整转录到普通高等学校学
习。

报考国防生的考生被录取后，
须签订国防生协议书。若考生的国
防生志愿未被录取，不影响其他批
次志愿的录取。

据介绍，国防生是指根据部队建
设需要，由军队有关单位依托地方高
校培养的青年学生。国防生完成规
定的学业，取得毕业资格和相应学位
后，按协议办理入伍手续并任命为军
队干部。③10

军校生、国防生招生计划出炉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张海
波）6 月 6 日，记者在上蔡县和店乡政府
看到，该乡公务灶由 3 间平房组成，一间
摆放厨具和蔬菜，两间摆放桌椅，干净整
洁。

和店乡党委书记冯建民告诉记者：“领
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和指导工作，接待用餐
一律安排在机关公务灶，今年前5个月，乡
里公务餐接待支出同比降低35%。”

为倡导厉行节约，规范公务接待行
为，2012 年 4 月起，上蔡在全县推行“公

务灶”制度。上蔡县纪委派出检查组和
暗访组，对各乡镇、各局委公务灶建设和
执行情况反复督导检查，并向社会公布
监督举报电话。目前，该县 26 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公务接待全部在公务灶
按规定就餐，刹住了公款吃喝风，公务灶
成了干群“连心灶”。

“现在，确实看不到干部出入经营性
饭店，听不到对干部吃喝的议论了，老百
姓都说好！”到和店乡办事的后葛老村村
民葛小冰对记者说。③12

公务灶“烹”出廉政风

本报讯 （记者惠 婷）就在别的考生严
阵以待备战高考的时候，郭家宝却显得颇
为轻松，因为他已经被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提前录取了。

“我的目标是当技术骨干，这里才是我
实现梦想的地方。”他说。

郭家宝今年 4 月参加了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的单独招生，在平均录取比例 4∶1
的竞争中胜出，他选择的轨道专业录取比
例高达 15∶1。

“高职单独招生是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
度改革的探索，学校自主选拔了一批具有职
业潜质的学生。”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就业处处长李新东 6月 9日告诉记者。

这项有关职业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在
我省进行了 5 年，目前，单独招生试点高职

院校已达 62 所，“知识+技能”的招生考试
制度改革还将成为今后职教改革的重点。

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之前
普遍存在的办学模式封闭、校企合作松散、
教学采用传统的“普教模式”等，在不断的
改革创新中得以突破。

以师资建设为例，多数职业学校的老师
都是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学术性有余而
职业性不足，多数职业学校自觉不自觉开始
了“用人改革”：专业培训、顶岗实习、挂职锻
炼、市场调研等，逐步培养出懂业务、懂市
场、懂生产的“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校长支德银
介绍，该校还外派到德国、英国培训教师 14
人，完成机械与机电专业半年以上的企业
岗位轮训 12 人，取得技师级专业资格认证

人数 16 人。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全省 899 所中

等职业学校有专任教师 5.26 万人，其中“双
师型”教师 1.04 万人，占专任教师 19.8%，较
前些年大幅增长。很多职业学校还从企业
聘请一批校外兼职教师。

2012 年起，我省以示范校和特色校建
设为重要抓手，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今后一个时期我省要着力创建 100 所示范
职业院校和 200 所特色职业院校，引领我省
职业教育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校
企合作，健全多元办学机制。

深化改革，增强活力，是职业教育发展
的必然选择：

改革办学体制，探索政府、企业、行业、
学校和民间资本以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加

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
改革财政投入机制，实行按专业大类、

在校生规模和就业状况核定财政拨款的办
法，逐步提高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改革办学模式，积极引导、重点扶持一
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

改革评价制度，制定以技能型人才培
养贡献率和办学效益作为主要指标的效能
评价体系……

“河南的‘职教攻坚’有力推动了职业
教育发展，但职业教育存在的‘普教惯性’
还没真正改变，尊重职业的社会氛围还没
有形成，职教改革发展任重道远。”民建河
南省委副主委、河南中华职教社副主任张
晓林说。③7

本报讯 （记者宋 敏 通讯员
贺 云）6 月 9 日，记者从人民银行郑
州中心支行获悉，今年 1 至 4 月，我
省社会融资规模为 2583.5 亿元，较
上年同期多 16.4 亿元，在中部六省
中排第二位。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内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
获得的资金总额，是全面反映金融
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

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
“实践表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

比传统存贷比指标含义更加全面。
最近一两年来，我省在公布贷款、存
款数据的同时，公布全省社会融资
规模数据，表明政府引导企业综合
运用多种渠道融资，并逐渐将社会
融资规模作为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
支持力度的指标。”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有关负责人说。③11

本报讯（记者杜 君）6 月 9 日，
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国家林业局
日前通报的森林抚育“国检”成绩单
显示，我省在全国 35 个省级单位
中，综合得分 99.1 分，位居第五；其
中我省被抽检的单位中有 3 家满
分，全国最多。

通过森林抚育，调整和改善森
林结构，森林生态系统趋向健康稳
定，森林的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
挥。据了解，今年，全国森林抚育面

积已超过造林面积，我省新造林和
抚育改造面积也已基本持平，按照
计划，今后几年，抚育面积还将持续
增加。自 2010年我省开展森林抚育
补贴试点以来，全省共完成森林抚
育和改造 491万亩，森林质量明显提
升，森林蓄积由 2008 年的 1.29 亿立
方米增加到 2013 年的 1.71 亿立方
米 ；森 林 每 公 顷 蓄 积 5 年 间 增 加
10.98 立方米，比全国平均增加水平
3.91立方米多出 7.07立方米。③7

本报讯 （记者李 林）6 月 9 日，备受关
注的郑开城际铁路圆满完成双向钢轨铺设，
这标志着到今年底郑州开封两地 19 分钟直
达的“双城生活”即将成为现实。

当日中午，距离郑州东站仅500米施工现
场处，超过800名工作人员正向郑开城际铁路
钢轨铺设的最后终点冲刺。

现场指挥作业的中铁十五局项目总工
张永生介绍，郑开城际铁路自郑州东站到开
封宋城路站全长 49.97 公里，此次双向铺轨
共完成 102.09 公里，采用机械与人工联合作
业，日铺轨进度达到 1.5 公里。铺轨完成后
将继续进行上碴、焊轨、捣固等工作，预计年
底具备通车条件。

郑开城际铁路沿线设有郑州东站、郑信
路站、绿博园站、运粮河站、宋城路站五个站
点，列车时速可达到 200 公里，如郑开直达，
运行时间仅需 19 分钟。

采访中，得知郑开城际即将如期开通，郑
州市民韩先生称，他有了在汴西新区购房的
打算，双城生活并非梦想！③7

走出普教模式 培养实用人才

前4月我省社会融资2583亿元

森林抚育“国检”我省名列前茅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6 月 9
日，记者获悉，2014 年全省食品安
全宣传周活动于本月 10 日至 22 日
举行。同时，由省委宣传部、省政
府食品安全办联合主办的食品安
全媒体与监管部门面对面活动同
日在郑州举行，就强化媒体与监管
部门协同互动，强化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作了交流探讨。

交流中，大家普遍认为，通过监
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的携手合作，深
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是
解决食品安全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
重要途径。监管部门要尊重新闻宣
传规律，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
畅通与媒体的沟通渠道。新闻媒体
要积极引导公众理性认识食品安全

问题，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和安全消
费，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舆论环
境。活动现场，省食安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
在发起筹建省食品药品新闻协会。

另外，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尚
德守法 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省畜牧局、省粮食局
将分别举办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
心和粮食科学研究院实验室开放日
活动，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分别举办食品
检验检测机构公众开放日活动，省
工信厅将邀请消费者实地参观省内
知名乳品企业，省科协面向公众开
放首批命名的 60个河南省食品安全
科普教育基地等。③11

我省食品安全周活动拉开序幕

多个质检机构设公众开放日

图① 工人们把上万吨的石墩运至桥上。
图② 工人正在加固轨道。
图③ 工人们将石礅一根根铺完。
图④ 工人们在进行铺轨、焊轨等工作。

④④②② ③③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6 月 6 日，河南大学举行 2014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一
批学生代表从学校领导手中接过学位证书，该校上万名毕业大学生即将
走出校门，步入社会。⑤4 李俊生 摄

①①

郑开城际铁路完成双向铺轨郑开城际铁路完成双向铺轨

1919分钟分钟““双城生活双城生活””年底成真年底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