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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张瑞丽）4 月 13 日上午，省慈善总
会三届三次理事会在郑州举行。
为了以实际行动积极贯彻落实将
正式施行的我国首部《慈善法》，省
慈善总会向全省慈善组织、慈善工
作者发出《河南省慈善组织慈善工
作者自律倡议书》。

《倡议书》涵盖内部治理、信息
公开、慈善募捐、慈善救助、慈善财
产管理和职业操守等八个方面，倡
导大家注重依法治善、依法行善，
加强行业自律，促进我省慈善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倡议书》还明确指
出，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慈善法》
将正式施行，今年 9 月 5 日将迎来
第一个“中华慈善日”。

省慈善总会工作报告显示，
省慈善总会去年共接收慈善捐赠
7.3 亿元、公益性支出 7.1 亿元，全
年共资助和帮扶困难群众达 9.8
万人次，在募捐、救助方面均创历
史新高。2016 年，全省慈善会系
统将广泛开展慈善项目与慈善宣
传 工 作 联 动 ，助 力 河 南 扶 贫 攻
坚。③7

本报讯 （记者杨 凌）4 月 13
日，记者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在正在举行的德国 2016
年慕尼黑宝马展上，中铁装备携最
新装备亮相展会，这是中国掘进机
首次登场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展，
显示出“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

此次中铁装备携带新产品模型
有应用于黎巴嫩供水项目的硬岩
TBM 模型、运用于新加坡地铁项目
的矩形盾构模型、地下空间综合开
发沙盘模型、马蹄形盾构模型等。

据中铁装备董事长李建斌介
绍，展会上，中铁装备重点推出的
矩形盾构成为隧道掘进机展区的
新亮点，其以造型独特、应用广泛、
工法创新的特色吸引众多观众的
目光。

据了解，中铁装备此次展出的

矩形盾构是出口新加坡的矩形盾
构，开挖断面为宽 7.62 米、高 5.64
米，具有断面利用率高、覆土浅、施
工成本低等特点，今年 2 月 29 日，
该矩形盾构在新加坡汤申线地铁
项目始发，掘进长度为 150 多米，
贯通后的隧道可连接 HLV station
地铁站，为市民的出行提供极大的
便利。此前，这种盾构在郑州中州
大道下穿红专路过街隧道项目中
首次成功应用。目前，世界最大断
面的矩形盾构在中国天津黑牛城
地 铁 出 入 口 项 目 应 用 ，设 备 宽
10.42 米，高 7.57 米。

业内人士认为，矩形类盾构创
新了地下空间开发的工法，在综合
管廊、地下停车场、地下快速路、地
下商业区、地下过街道等领域都有
广泛的应用需求。③12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4 月 13
日 ，记 者 从 省 公 安 厅 获 悉 ，2015
年，全省公安机关共有 27 名民警
因公牺牲。2016 年以来，又有 3 名
民警因公牺牲。

据省公安厅统计，2009 年，全
省因公牺牲民警 32 人；2010 年，因
公牺牲 22 人；2011 年，因公牺牲 22
人；2012 年，因公牺牲 32 人；2013
年，因公牺牲 22 人；2014 年，因公
牺牲 28 人。

据悉，近年来，特别是 2015 年
以来，省公安厅建立了“大保障、大

慰问、大宣传”工作机制，先后出台
多项从优待警、抚恤救助、英烈关爱
等政策举措，帮助因公牺牲、因工受
伤致残、特困民警及家属解决实际
困难。2015年，省公安厅共发放因
公牺牲抚恤金、重大疾病和因公伤
残救助金、特困家庭救助金、慰问金
1080 余万元，对 1459 个公安英烈、
困难民警家庭进行了抚恤救助。

2015 年 9 月 30 日，河南省公
安英烈纪念墙在郑州市烈士陵园
落成，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的名字均
被镌刻在纪念墙上。③7

本报讯 （记者杜 君）农村林
业改革推行多年，林业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迅速，但却一直在借用家庭
农场的统称，缺乏行业特色。4 月
13 日，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河南
省家庭林场命名办法 (暂行)》日前
印发，我省家庭林场有了正式“名
分”，今后建设发展底气将更足。

《办法》定义，家庭林场是以家
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成员（包括

婚姻和血缘关系）为主要经营者，
通过经营自己承包或租赁他人承
包或流转的林地，从事适度规模
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的新型林
业经营主体。家庭林场经营类型
包括森林培育、经济林种植、苗木
花卉种植、林下种植、林下养殖、
森林景观利用等涉林生产经营内
容。

什么情况下可被命名为家庭

林场？《办法》给出 5 个必要条件，
其中 4 条是：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经营用地必须有林权证或不动产
权证书、林权流转证或土地流转
合同，经营流转土地的，剩余经营
时间应在 5 年以上；家庭林场发起
人（负责人）应为农民或其他从事
林业生产经营工作一年以上的人
员；组建家庭林场的家庭成员从
业人数不少于 2 人，并且有一定的

林业生产技术。
“经营规模”作为最重要的必

要条件，分类说明详细，包括从事
林木设施栽培的，要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要求，经
营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从事
苗木花卉种植的，经营面积在 50
亩以上；从事森林培育、经济林种
植、林下养殖和种植的，经营面积
在 100 亩以上；从事森林景观利用

和其他综合经营的，经营面积在
200 亩以上。

依据《办法》，家庭林场命名的
具体工作，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对
各自辖区负责。省林业厅农村林
业改革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提醒，已
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涉林经营实体，符合家庭林
场条件，均可到当地县级林业主管
部门申请家庭林场命名。③10

我省家庭林场有了正式“名分”

省慈善总会发布
行业自律倡议书

中国掘进机首次亮相
全球最大工程机械展

去年全省公安机关
27名民警因公牺牲

郑州创客空间、UFO 众创空间、
中航爱创客……位于郑州高新区的
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内，各种创意、路
演、商业计划书、投资人，在咖啡杯间
不断碰撞。“这里什么想法都有！”河
南省大学科技园主任刘华说。

在最近科技部发布的高新区孵
化培育能力评估中，郑州高新区位
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

空气里弥漫着创新的基因，一
杯杯咖啡正在浇灌创业的梦想。在
这里，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帮学生们做梦想实践家

两年前，周晋就创办了郑州创
客空间。他的想法十分简单，就是
让创客们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实现自
己的创意。

站在吧台里，他冲泡了一杯香
浓的摩卡咖啡，递给记者时自嘲地
说：“后来，我发现想法固然好，但是
当时热衷创业的人并不多，许多人
把我们这里当成了停产的工厂。”

“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要从学
生们抓起。”带着这一想法，他积极
与郑州教育、科技部门进行接洽，将
创客空间开进校园，进行专业化创
客教育课程体系和校园创客空间方
案研发，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前，郑州创客空间与郑州市
科技馆合作建立了青少年创客教育
基地，并与郑州市金水区实验小学、
郑州市第四中学等 30 家学校 21 家
科技社团建立了深度合作，帮助学
生做梦想的实践家。

提供全周期孵化平台

“也许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就会
有新的马云、李彦宏、马化腾从这里
脱颖而出，登上创业创新的巅峰！”

UFO 众创空间创始人李杨豪情满
怀地说。

UFO 取意于 YOUR FIRST OF⁃
FICE（你的第一间办公室），旨在帮
助有创意的年轻人迈出创业的第一
步。记者走进 UFO 众创空间，感觉
这里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
个创业生态圈。“创业会客厅”里创
客和买家正在商务洽谈，“创业咖
啡”为每一位创业者提供咖啡服务，

“创交所”欢迎每一个入驻企业……
只 要 你 登 录 UFO 众 创 空 间 网 站

（www.ufo1000.com)提出入驻申请并
且被批准，就可以享受 6 个月的免
费办公室。

目前，UFO 众创空间已入孵企
业近百家，涉及的领域涵盖移动互
联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无人
机、3D 打印等。

大企业助“双创”鲜活样本

若不是咖啡的香味，很难将眼
前的中航爱创客，与众创空间联系
起来。但她的投资人足够大牌，是
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堪称大企业推动“双创”
的鲜活样本。

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
中心总经理娄宝军告诉记者：“与民
营企业投资的众创空间不同，中航
爱创客是以中航工业的资源和产业
生态为核心，研发和孵化的是中航
内部的 3200 余项课题，创新创业更
容易实现，并快速产生经济效益。”

“双创”既是小微企业生存之
路，又是大企业繁荣兴盛之道。自
去年 12 月中航爱创客郑州孵化器
试运行以来，已孵化农业植保无人
机、远程医疗机器人、烟草智能分拣
机器人等项目。

接下来，中航爱创客还将从“众
创空间”升级为“工业产业园”，建造
中航工业智能制造、EDS 一站式服
务、工业 4.0 生态产业基地。③6

众创“热咖啡”浇灌“创业梦”
□本报记者 栾 姗

一年前，北京中关村著名的
3W 咖啡馆，曾吸引李克强总理造
访。跟北京中关村一样，郑州高
新区里的众创空间越开越多，“喝
咖啡”更成为资本与创意碰撞的
象征。

创 业 就 是 不 断“ 折 腾 ”的 过
程。据统计，众创空间里的创业
者们，拿过天使投资并成功上市
或被并购的，存活率加起来不到
10%。尽管绝大部分创业者都“倒
在了沙滩上”，却并不妨碍他们拥
有梦想。

拥有众多大学生的郑州高新
区，最不缺的就是梦想。“为什么
这么多众创空间在郑州高新区而
不是别处？吸引这些人的资源是
什么？——梦想。”郑州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书贤说，
这里是全省高校密集度最高的区
域，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激情、
有梦想。再一个，全省 70%以上的
骨干软件企业和 85%以上的动漫
企业、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都
在这里集聚，是新经济诞生的地
方，创业也更容易找到知音。

从众创空间的蹒跚起步，到
进入创业中心孵化和加速，再到
进入产业园区，直至 51 家企业登
陆“新三板”挂牌上市，在最近科
技部发布的高新区孵化培育能力
评估中，郑州高新区位列全国第
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河南省
大学科技园主任刘华说，除了园
区日常业务，自己也常忙里偷闲
到众创空间里小坐，与移动互联
网 领 域 的 创 业 者 交 流 ，或 谈 投
资。“在这里，喝的不是咖啡，是梦
想。”③6 (栾 姗）

喝的不是咖啡，是梦想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
李燕锋）4 月 12 日，故宫博物院飘起
牡丹花香。由洛阳市政府联合故
宫博物院等单位举行的“天下无双
品 人间第一花——洛阳牡丹与故
宫博物院珍藏牡丹题材文物联展”
在故宫博物院开展，这也是故宫首
次举行以花卉为主题的展览。

当日，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
慈宁宫花园、寿康宫、乾清门广场
等内宫外苑，1.2 万盆或含羞或绽放
的牡丹争奇斗艳。

9 时 30 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宣布，“天下无双品 人间第一
花——洛阳牡丹与故宫博物院珍
藏牡丹题材文物联展”正式开幕，
现场嘉宾及游客纷纷围着各色牡
丹合影留念。

单霁翔说，历史上皇宫种植牡
丹都是供皇室欣赏的，老百姓是见
不到的。现在故宫面向大众开放，
举行牡丹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
游客的观赏需求。

除了绽放的洛阳牡丹，当天的
故宫还有许多“牡丹”集中亮相。它
们或“绽放”在纸上，或“绽放”在丝
锦、瓷器、玉器上，丰富的题材和别
样的展示方式，让观众大呼过瘾。

“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举行以
花卉为主题的展览，我们也希望通
过这一特殊方式，让中华牡丹文化
传遍世界各地。”单霁翔说。

洛阳送来了精心挑选的牡丹，
故宫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珍品。牡
丹纹盘、牡丹盆景、牡丹纹香炉、牡
丹纹屏风、牡丹花瓶……千姿百态
的牡丹呈现在形态各异的器物上，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据了解，故宫洛阳牡丹展 4 月
17 日结束，故宫博物院牡丹题材文
物展 6 月 12 日结束。③12

1.2万盆洛阳牡丹故宫绽放
故宫博物院首次举行以花卉为主题的展览

4 月 13 日，焦作市中站区的太行山上桃花、梨花盛开，犹如一个大
花园。从 2012年以来，该区取缔了山上所有的采矿点，进行封山育林，
如今这里满目青山苍翠，被定为“龙祥省级森林公园”。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UFO众创空间里，几个年轻人正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⑤4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牡丹真国色
花开动京城

图① 4 月 12 日，故宫游
客在拍摄展出的牡丹。

图② 4 月 12 日，游人冒
雨在北京故宫观赏牡丹。

图③ 4 月 11 日，游客在
龙门石窟景区内游园赏牡丹。

均为新华社发

② ③③

①①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实习生
袁 楠）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来河南施展
才华、就业创业，我省定于 4 月 17
日在清华大学举办圆梦中原——
河南省赴京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
服务活动。

记者 4 月 13 日从省人社厅获
悉，本次活动将于 4月 17日 13:30～
16:30 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
行。招聘现场设河南省机关事业
单位（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
流动站、工作站）、企业（中央驻豫
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
业）、郑州市、洛阳市四个招聘展
区。有关方面将集中向毕业生们
展示我省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高校
毕业生等优秀人才来豫就业创业
的优惠政策。

翻看招聘单位的部分信息记
者发现，郑州市此次参加招聘的单
位包括郑州市儿童医院、郑州市中
心医院、郑州市中医院、中州大学、
郑州龙湖一中以及河南省华隆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电子规划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众多企事
业单位。洛阳市参加招聘的单位
包括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
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农林科学
院、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洛阳）机
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洛阳
尖端技术研究院、中航锂电（洛阳）
有限公司、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参加招聘
的还包括河南能化、许继集团、中
原内配等我省众多知名企业及一
批机关事业单位。③7

我省将赴京
招聘高校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