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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海涛）记者从
省南水北调办获悉，12月 17日丹
江水流经安阳段的穿漳工程，奔向
燕赵大地。

穿漳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总干渠的重要节点，也是河
南段的最后一个重点工程，位于安
阳市安丰乡与河北省邯郸市讲武
城镇之间。丹江水从漳河底部穿
越后，进入河北境内。

12月 12日陶岔渠首开闸放水
后，丹江水一路北行。从陶岔渠首
到豫冀交界处的穿漳工程，干渠全

长 731 公里。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干渠全长 1432 公里，丹江水
通过穿漳工程后，京津之旅已行程
过半。

我省 15日正式开闸迎来丹江
水。截至 17日，许昌、郑州等多地
居民已用上甘甜的丹江水。按照规
划，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向我省
11个省辖市、34个县（市、区）的 83
座水厂及 6座调蓄水库供水，今年
年内全省将计划 15条口门线路通
水，18座水厂接纳丹江水，明年将有
更多的地区用上丹江水。③12

本报讯 （记者李 林）12月 17
日下午，南水北调干渠的丹江水已
进入郑州东南区域市民家中。

郑州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丹江水在刘湾水厂
生产后经检测合格，已于 17 日下
午 4时 36分正式并入市政管网中，
19时左右在刘湾水厂供水区域范
围嵩山路以东、航海路以南、中州
大道两侧内的居民能够品尝到丹
江水。

由于郑州市地势是西高东低、

南高北低，刘湾水厂正式运行后，
供水管网内水流向将发生变化，市
区内很多老旧管网管壁上有附着
物，被逆向水流一冲就会掉落，使
自来水颜色发黄、浑浊。

该负责人提醒，如果发现这种
情况请市民不要惊慌，打开水龙
头，将黄水放掉即可；如果遇到长
时间放水仍不能缓解的情况，请拨
打供水热线 67680000，公司将派
专人对所在区域采取大面积放水
工作。③11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
王绿扬）12月 17日记者获悉，省教
育厅近日下发通知，确定新郑市等
6个单位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
嵩县等 6 个单位为省级社区教育
实验区。

据了解，省教育厅今年 10 月
启动了河南省社区教育实验区及
示范区申报工作。经过自评、复
评、专家评估等程序，最终确定新
郑市、郑州市中原区、郑州市金水
区、平顶山市新华区、平顶山市湛
河区、信阳市浉河区等 6个单位为
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嵩县、平顶
山市卫东区、舞钢市、获嘉县、鹤壁
市山城区、镇平县等 6个单位被评

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省教育厅将奖励每个省级社

区教育示范区 40 万元、每个省级
社区教育实验区 20 万元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社区教育的基地建
设、队伍建设、数字化平台建设等
社区教育相关工作。

通知要求，各省级社区教育示
范区和实验区应发挥好在全省社
区教育工作中的示范引领和先行
先试作用，不断丰富社区教育内
容、方式与途径，增强社区教育的
针对性与实效性，更好地满足社区
居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努力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
习型社会作出积极贡献。③12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2 月
17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
到，我省矿业权交易有了细则，该
细则第一次明确了网上矿业权交
易的具体办法，明年一季度我省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将试运行，到
时候可以在网上购买矿权。

据介绍，《河南省矿业权交易
细则》第一次系统、清晰、详细地阐
述了我省矿业权交易的操作流程，
12 章 74 条，不仅规定了交易的原
则和内容，还详细地明确了交易的
组织实施过程。此前，我省也出台
了相关管理规定，但多是原则性规
定和管理性的要求，没有涉及具体
的交易程序和步骤。

《细则》第一次明确了我省矿
业权网上交易办法。矿业权网上

交易采取挂牌和拍卖两种方式，竞
买申请人参加网上交易，应携带相
关有效证件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凭
Ukey(移动数字证书）验证后进入
网上交易系统。竞买人按时、足额
交纳交易保证金后，获得相应竞买
资格。据介绍，我省正在搭建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明年一季度试
运行，正式上线运行后，大家即可
通过网络购买矿业权。

“和以往的管理规定相比，这
次出台的矿业权交易细则更注重
可操作性，这不仅为矿业权交易提
供了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也进
一步缩小了行政主管部门的自由
裁量权，从制度上减少暗箱操作和
权力寻租机会。”省国土资源厅副
厅长杨士海说。③6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李俊瑶）12月 16日，记者从许昌市
纪委获悉，许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常水龙涉嫌严重违纪一案，相关调
查已经结束，并移交司法机关。今
年以来，该市纪检监察机关已查处
县处级领导干部 15人，在当地形成
了强力震慑。

作为河南省纪检监察系统查办
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许昌市纪委加快机构改革进度，充
实办案力量，查办、约谈、巡视、抽
查、信息公开，聚焦反贪，全力惩腐，
打出了一套密集的组合拳。

为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
报告，许昌市纪委非常注重线索的

收集和利用。规定各派驻机构、下
辖各县（市、区）纪委，必须定期向
市纪委报送重要案件线索；建立完
善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审计、公
检法等有关部门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制度，推动电信、税务、金融等信
息统一查询机制等，多渠道掌握涉
案信息。

为确保办案实效，该市纪委将
自办案件查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内容，并明确规定，年度自办案件
查办工作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名者，
上级纪委书记要约谈下级党委和
纪委主要领导。

此外，该市纪检监察机关还把
查处一把手违纪案件作为重点，查

处了一批性质严重、危害较大 、反
响 强 烈 的 大 案 要 案 。 原 市 住 建
局 局 长 崔 新 宏 ，因 涉 嫌 贪 污 受
贿 ，经 市 纪 委 调 查 完 毕 ，已 移 交
司法机关。

据悉，2014 年 1 月至 10 月份，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496 件，其
中查处县处级干部 15人。③12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
王绿扬）12月 17日，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我省今年继续组织开展服
务期满留任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工作，凡被省内外
院校录取的河南任职特岗教师，都
可以享受财政专项学费补贴。

省教育厅要求，报考特岗教师
教育硕士，应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学历；参加中央特岗计划
和参照中央特岗计划实施的地方
特岗计划，服务期满且继续留在当
地学校任教；近 3年年度考核合格
且至少有一次考核优秀的特岗教
师。符合条件者可自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登录“在职人员攻读硕士
学 位 管 理 信 息 平 台 ”（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报名。

省教育厅今年将继续对在我
省任职的在职教育硕士特岗教师
给予适当的学费补贴。其中，录取
到省内高校的，省教育厅将学费补
贴拨付至有关高校，补贴部分直接
在学费中减免。同时，省内高校实
施学费优惠政策，再给予录取的特
岗教师每人 1000 元的学费优惠。
对于录取到省外高校的特岗教师，
省教育厅委托河南省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具体负责学费补贴发放工
作。③11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2月 17
日，记者从省卫计委科教处获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七部委《关于建
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
导意见》，我省出台了《2014 年住
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首批
招录工作也于近日完成网上报名。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指高
等院校医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生，在 5年医学院校毕业后，以住院
医师身份接受系统化、规范化培训，
其中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是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 据《方 案》规 定 ，将 采 取
“5+3”模式培训住院医师，即完成
5年医学类本科教育的毕业生，在
培训基地接受 3 年住院（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培训内容将严格
按照国家卫计委颁发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和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试行）》
分专业实施，以培育岗位胜任能力
为核心，包括医德医风、政策法规、
临床实践能力、专业理论知识、人际
沟通交流等，重点提高临床规范诊
疗能力，适当兼顾临床教学和科研

素养，着力解决医学类院校毕业生
走向工作岗位的“动手难”问题。

据《方案》显示，纳入我省第一
批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包括河南
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医
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 16家
规范化培训基地，以及郑州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8家
符合条件的国家全科医生规范化
培养基地。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招录住院
医 师 2783 人 ，其 中 本 科 学 历 者
1520人，全科专业招生人数达 657
人，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招录任
务。招录培训学员分在职、委培、
社会人三类。其中本科学历者，培
训时间为 3年，未经过规范化培训
的硕士学位新入职人员培训时间
不少于 2年、博士不少于 1年。培
训期间，本科生每人每年将有 3万
元补助金，用于教学、生活补助等。

另据了解，各培训基地将于明
年 1月 10日前分别开班培训。同
时，省卫计委对外公布咨询电话：
0371-65897969/65897962。③12

12 月 14 日，小米公司宣布斥
资 12.66 亿元入股美的集团，双方
将在智能家居领域展开全面协同
发展。这是小米公司在智能家居
领域的又一次发力。

自1984年美国联合科技提出智
能家居概念，如今已经过去三十年。
而在被称为“智能家居元年”的 2014
年，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公
司，都开始争相发布自己的智能家电
产品。根据数据预估，2015年我国
智能家电产值将达到 1250 亿元，
2020年或将突破 1万亿元。智能家
居的发展可说是迎来了“爆点”。

智能，让生活更便利
一个月前的郑州尚未供暖但

已冬寒初现，然而顾小姐却毫不担
忧。中午下班前她给家里的空调
发 了 一 条 微 信 ，把 室 温 设 定 到
25℃，甫 进 家 门 便 能 感 到 融 融 暖
意。地面也一尘不染，扫地机器人
已经于一个小时前将家里洒扫干
净，虽然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因
为顾小姐通过冰箱上配备的摄像
头看到，清扫过程中它曾被卡在两
个沙发的间隙，但是很快利用红外
感应自动挣脱。

顾小姐的这些体验，只是初步
展现了智能家居给人们生活带来
的改变。一些国际大型企业，已经
在智能家居系统的整体设计上走
出了很大一步。

2014 年初的 CES 消费电子展
上，LG 正式发布了自己的 Home⁃
Chat智能家居系统，包括配备摄像
头的智能冰箱，能下载不同衣物洗
涤程序的洗衣机，能接受指令自动
打开关闭的立式空调，还有智能扫
地机器人。所有这些智能家电只
要处于 Wi-Fi联网的状态，用户都
可以通过“Line”（一种类微信软件）
来发送指令进行操控。

除了 LG 这样的韩国品牌，美
国的思科、微软等巨头也纷纷在智
能家电市场发力。而智能手机的
两大巨头——谷歌和苹果也不甘
落后，分别基于自家的手机系统进
行了开发。

过“未来生活”，现在有点难
虽然众多对智能家居的展望已

经随处可见，但是目前想要真的过
上“未来生活”仍非易事。当下智能
家居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熟练使用门槛过高，特
别是对不熟悉电子产品的老年人
来说尤其困难。

今年“双 11”大促销期间，郑州
市民时女士家购买了一台智能电
视，除了能播放正常的电视节目，
还能通过网络搜索海量的影视剧
集。然而电视买回家，可给老两口
找上了“麻烦”。时女士拿着有几
十个按键的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忽
然觉得自己不会“看”电视了。结
果这台智能电视平时在时女士家

里，还是像普通电视一样只播放着
一些有线电视节目，大量智能功能
都成了摆设。

其次是产品过于单一，无法满
足用户刚需。

目前大多的智能家居厂商，都
还只是推出了某一两款单品。比
如年初被谷歌公司以 32 亿美元收
购的 NEST 公司，也只推出了智能
恒温器和烟雾探测器两款产品。

国内市场方面也是类似的情
况。在郑州从事 IT 行业的刘先生
是小米的忠实用户，只要有什么新
产品推出，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抢
购。“但是小米的产品除了电视，其
他都是一些像摄像头、智能灯泡这
样的小东西。”刘先生告诉记者，

“家里平时真正用得多的冰箱洗衣
机之类的，现在都还没有。”

最后是智能程度不高，大多都
只是做到了预约或者远程控制，没
有构建起真正的底层平台。

在众多厂商的规划中，未来的
智能家居系统是作为底层建筑的一

部分嵌入房屋之中，就像我们装修
时预先布下的水电线路一样。但是
现在很多家庭在选购智能家电时，
都只是在需要时选择某一两样，并
未预先在屋内搭建系统平台。

就像顾小姐家虽然购买了大
量的智能家电，但是无论空调冰箱
还是扫地机器人，都是各管各的。

“如果有个中央电脑，帮我把这些
家电一起管起来，那就太好了。”顾
小姐说。

技术没问题，关键看标准
“其实作为智能家电核心技术

的物联网，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
物联网领域研究专家、安徽大学电
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徐超在接
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虽然普通民
众对此的了解也许并不多，但是在
业内早已展开对这项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可以说在技术上，实现真
正的智能家居已经不是问题。”

既然技术问题已经几乎不存
在，那么为什么智能家居一直没能

真正开枝散叶，而一直只处于小部
分人关注的“非主流”领域呢？

知名 3C 导购网站杀价帮创始
人彭林在近期的评测报告中指出，
智能家居一直得不到强劲发展的
原因主要是用户需求不强，在这个
领域试水的厂商不能获得高额回
报，所以就无法倒逼行业标准甚至
国家标准的建立，也无法实现产品
的改进以及大规模化生产后的成
本降低。

“在技术门槛不高的情况下，
标准的制定就成了智能家居领域
竞争的重点。”徐超这样分析，“但
是这个标准最终是由企业自己提
出，还是由行业来制定，现在业界
也没有统一的观点。”

苹 果 公 司 推 出 的 HomeKit 系
统，虽然在 iPhone6和 iPhone6Plus上
还处于不可用的“僵尸”状态，但技术
标准已经十分清晰，可以看出未来苹
果必将在智能家居市场发力。

而 在 国 内 厂 商 方 面 ，海 尔
U-home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系统平台。但 U-home平台的标准
制定速度过慢，而且海尔作为传统家
电厂商，对敢于在智能家居领域尝鲜
的新生代来说，吸引力似乎不足。

虽然目前智能家居的发展还处
于探索阶段，产品相对单一，对用户
的刚性需求很难满足，但随着产品
的不断增多和普及，智能家居的前
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家电
行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通过技术推
进引导消费行为，人们的消费意识
是需要慢慢培养的。但既然技术上
已经成熟，在多方的协作之下，智能
家居的未来相信不会让人们等待太
久。”徐超最后说道。③6

南水北调到我家

南水北上 郑州“尝鲜”

我省出台方案
解决医学生“动手难”

我省出台矿业权交易细则

明年可以网购矿权

“智商”高还得用着好 技术强也要有国标

智能家居咋能“智”存高远
□本报记者 陈 晨 屈晓妍

漫画/王伟宾

许昌聚焦反贪全力惩腐
今年已立案 496件，查处县处级干部 15人

教育资讯

首批省级社区教育
示范区和实验区公布

特岗教师在职攻读
教育硕士将享受补贴

调记者 查查

深山穷村大变样

12 月 17 日，汝南县共青团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冯庄村小学，为
180 多名孩子送去了文具、书籍、棉帽、围巾等新年礼物。穿上新棉
衣的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校园里一片欢声笑
语。⑤3 孙 凯 摄

农村娃的新年礼物

12月 16日，当地村民行走在面目一新的街道上。

孟卫生站在自家的老房子前（摄于 2013年 5月 8日）。

丹江水昨日经豫赴冀

老年人操作有点难！

安阳县善应镇化象
村位于该县最偏远的山
窝里，是省级贫困村。
2011 年底，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孟卫生返乡承包
了 6000 多亩荒山，创办
起 傧 河 生 态 专 业 合 作
社。两年多时间，他已投
入资金 2000 多万元，栽
种各种绿化树木、果树10
万多株，并通过整修村里
道路，改造农舍等，大力
发展旅游业，使村里面貌
发生了很大变化。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