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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13日，记
者从省工信委获悉，省工信委、省财政
厅联合认定了 2016年河南省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共有23家企业和机构入
选。

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是为
了进一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
设。参评企业要拥有被认定的省级及
以上企业研发中心，获评后将被推荐

参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今年，
共有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
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郑州
奥特科技公司等 23家企业和机构被
认定为河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十二五”期间，我省共培育 131
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其中13家
获得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通
过示范企业的带动，我省工业行业技
术创新水平得到全面提升。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13日，
2016年“知识产权走基层 服务经济
万里行”大型公益活动在郑州举行。

该项活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升
政府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力图通过统
筹协调各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助
力地方经济建设，实现知识产权意识培
养、能力提高和问题解决三结合。

河南是该项活动的首站，国家知
识产权局根据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特
点，针对产业、企业以及知识产权服务
业发展实际提供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活动，主要内容包括签订《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
中心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
务合作协议》、政策宣讲、专利态势发
布暨分析讲座、知识产权故事会、知识
产 权 分 析 评 议 培 训 、“ 智 南 针 沙
龙”——企业走出去欧美专场、知识产
权公益咨询、发明专利巡回审查等。

自2014年开始，“万里行”活动已
先后在湖北省等8地区开展。除河南
外，今年“万里行”活动还将在新疆和
山东等地开展。③6

本报讯（记者 李林）9月 13日郑
州市动物园传出消息，该园首次迎来
了“国宝”级动物——华南虎，中秋赏
月之余，市民可到动物园睹“虎”为快。

华南虎是我国特有的虎亚种，生
活在中南部，也叫作中国虎。华南虎
是我国的十大濒危动物之一，在野外
几乎灭绝，仅在动物园内圈养。目前
在国内圈养的纯种华南虎仅 130 余
只，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此次进入郑州市动物园的华南虎
有两只，一公一母，分别来自洛阳和上
海，约2岁。

华南虎的到来，使郑州市动物园
的老虎家族更加发展壮大，加上之前
的东北虎和白化孟加拉虎，动物园虎
类展出品种为3种。现华南虎生活在
专门安排的笼舍里，初来乍到，两只小
老虎还有些焦躁，饲养员每天对其精
心饲养。它们将在中秋期间与广大市
民见面。③4

我省新认定23家
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全国“知识产权万里行”活动
走进河南

华南虎首次在郑安家

□本报记者 王平

省卫计委于9月12日在官方网站
公布：河南首次确诊1例输入性寨卡病
毒病例，目前患者仍在医院隔离治疗，
病情平稳。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
专家13日表示，我省已具备寨卡病毒
实验室检测能力，该病毒传播风险较
低，公众无须恐慌。

患者曾在危地马拉工作

据省卫计委官网介绍，我省首例
输入性寨卡病毒病例患者张先生，今
年28岁，陕西人，在郑州工作。因公
务前往危地马拉工作两月余，于当地
时 间 9 月 4 日 ，出 现 头 痛 、发 热
（38.5℃）等情况。9月5日，张先生胸
口开始出现皮疹、咽痛等症状，随后前
往当地医院就诊。

当地时间 9月 6日，张先生乘飞
机从危地马拉起飞，于北京时间9月8
日抵达郑州。在口岸经入境检疫筛查
时发现发热、出疹症状，初步怀疑其感
染了寨卡病毒。随后，省卫计委立即
将患者转运至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隔离
治疗，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同步展开。

9月12日，省专家组根据患者流行

病学史、临床表现和患者标本检测结
果，确诊该病例为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
病例。这也是河南首例输入性寨卡病
毒病例，我国大陆第23例病例。目前，
患者仍在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孕妇尽量避免前往疫区

据了解，寨卡病毒于1947年首次
在乌干达从恒河猴体内被发现。近两
年，寨卡病毒进入公众视野，源自
2015年 5月巴西报告的本轮疫情首
例病例。截至目前，寨卡病毒已在全
球4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专家们认为，寨卡病毒病主要是通
过伊蚊叮咬感染，也可通过母婴传播、
输血传播和性传播。也有研究证实，从
小头畸形死亡患儿脑部检测到寨卡病
毒核酸。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副所长黄学勇提醒，公众特别是已
怀孕或计划怀孕的妇女，近期应尽量
避免到寨卡病毒病流行或有病例报告
的国家和地区旅行，如果必须前往，一
定要做好避免蚊虫叮咬的预防措施。

病毒可检测、能应对

对于我省首例输入性寨卡病毒病

例，不少市民表示担心。对此，黄学勇
表示，“经风险评估，此次输入病例引
发传播并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较低，而
且从目前来看，寨卡病毒绝大部分病
例症状较为轻微，预后良好，重症与死
亡病例罕见，因此公众无须恐慌。”

他同时介绍，目前省疾控中心已
具备寨卡病毒实验室检测能力，在借
鉴以往登革热疫情防控经验和国家有
关防控方案的指导下，完全能够有效
应对寨卡病毒病疫情。

另据了解，寨卡病毒的主要传播
媒介为埃及伊蚊，此种伊蚊在我国的
分布仅限于海南、广东和云南的部分
地区，而我省广泛分布的白纹伊蚊在
传播寨卡病毒的能力和意义上弱于埃
及伊蚊。

“虽然这一病毒传播风险较低，但
仍要引起高度重视，由于我省与巴西、
委内瑞拉、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出
现寨卡病毒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广
泛的人员往来，因此不能排除再有病
例输入我省的可能。”据黄学勇介绍，
目前，省卫计委正组织专家开展寨卡
病毒病疫情风险评估，并着手在省内
建立监测哨点。同时，我省已与口岸
检疫部门建立联系，合作开展输入性
病例的监测和排查工作。②7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我省高考改革方案提出，明年起将
取消“三本”录取批次——本科三批与
本科二批合并录取。配合高考模式的
改革，未来几年考生填报志愿的方式
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优先选择学
校变为优先选择专业。这些变化引起
了正在冲刺的高三学生的极大关注。

9月 12日，记者采访了省招办和
高校招办的相关人士，请他们谈谈这
些变化会对考生和高校产生哪些影
响，带来什么好处。

“二本”“三本”合并有啥好处？

高校：注重办学质量，而非如何升格

考生：选择空间更大，淡化学历歧视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截至 2016

年，河北、广东等 15个省份已经取消
了本科三批。“二本”“三本”合并录取，
是大势所趋。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
招生录取批次。在这方面，上海的步
子迈得最大：今年的高招，上海就只分
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

为什么要把“二本”“三本”合并录
取？河南大学招办副主任田歧立认
为，此举对高校和考生都有好处。对
高校来说，取消“三本”将给“原三本”
院校更大的招生空间，给予高校更加
平等的招生环境。同时，促使高校用
办学质量和学科特色吸引学生，而不
是想着如何升格；对考生来说，将来选
择学校的范围更大了，而淡化学校身
份也有助于淡化学历歧视。

省招办相关人员表示，新变化弱

化了简单用录取批次来划分和评价高
校的导向，激发高校发展活力，引导高
校走特色发展、优势发展之路。

以前为什么要设立本科一、二、三
批次？专家说，主要是为了方便录取
工作——随着高校数量越来越多，大
批民办院校、独立学院成立并招生，逐
渐形成了分批录取格局。

改变填报志愿方式有啥好处？

高校：必须注重专业和学科建设

考生：更加以人为本

配合高考模式的改革，未来几年
考生填报志愿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
化。改革前，考生填报志愿大多看重
学校，总是先选择学校，后选择专业类
别。未来考生会优先选择专业，然后
再选择学校。

田歧立表示，志愿填报由“学校+
专业”改为“专业+学校”形式，更加以
人为本。他举例说，比如考生想上英
语专业，他所填报的志愿将全是英语
专业，选择专业的空间特别大。届时，
专业好不好将决定学校的命运，某所
高校某个专业如果办得不好，就没有
考生填报。不像现在，哪个学校有名
气，就算某个专业不好也不愁生源，因
为报考这个学校的考生特别多，可以
进行专业调剂。

他说，这个新变化将促进高校必
须注重专业和学科建设，靠特色学科、
优势专业吸引考生，而不是光靠学校
的名气。当然，在短期内由于习惯使
然，考生可能还会比较看重学校的名
气，假以时日，改革的成效会逐步显
现，考生、学校都将受益，高等教育的
质量也会因此大幅提升。②40

河南首现输入性寨卡病例，该病毒传播风险较低

专家称公众无须恐慌

我省明年起将取消“三本”录取批次

高考新变化会有啥影响？

9月11日，安阳县伦掌乡谷驼村农民在收割谷子。农
业银行安阳水冶支行采取积极措施，持续加大农户小额贷
款、农户生产经营贷款投放力度，支持“三秋”生产。⑨6
王建安 摄

9月 12日，玉米联合收获机在宜阳县莲庄镇进行玉
米机收作业。该县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推广大型农机具的
使用以及秸秆还田等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截至目
前，已投放农机补贴资金1200余万元。⑨6 田义伟 摄

秋收正当时

9月 12日，安阳市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的老师
在教孩子们制作月饼。老师
一边为小朋友们示范制作过
程，一边介绍常见月饼种
类样式、组成原料和制作方
法。孩子们自己动手，把所
做月饼统一烤制，一起分享，
感受中秋传统文化。⑨7
毕兴世 摄

学习制作月饼
感受中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