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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月 18日，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副
省长徐济超出席。

在会上，省科技厅与郑州市政府
签署了联合出资协议，双方各出资 1
亿元，设立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同时发布
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
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机构遴选公告。

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科
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将聚焦郑洛新自
创区和全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致力

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省外科技成
果在我省的转移转化，培育壮大科技
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作为母基金，首期规模为 3 亿元，由
省、省辖市财政资金联合社会资本设
立，并联合有条件的省辖市、高新区和
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

据了解，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各级
各类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和其
他社会资本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装置、新产品、新材料、新模式、新业态
等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及军民融合项目
成果转化。③7

本报讯（记者 王映）1月 19日下
午，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专程来
到濮阳市人民医院，代表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看望慰问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李文祥。

李文祥是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村
民，今年 92岁。他曾参加了济南、淮
海、渡江和平潭岛战役，荣获“战斗英
雄”“特等人民功臣”等称号。1962
年，李文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回
乡务农，50年如一日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2011年以来，他先后获得“全国
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
楷模”等荣誉称号。几年前，李文祥患
上了脑梗塞，生活不能自理，一直卧病
在床。

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代表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向李文祥老人及其
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该负责同志
表示，道德模范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为公民道德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
领作用。要深入宣传学习道德模范，
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把道德模范的榜样
力量转化为道德建设的生动实践。要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对先进典型给予
崇高礼遇，对生活困难道德模范进行
帮扶，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月 20日，
全省气象工作会议暨省政府气象灾害
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王铁出席会议并
讲话。

2016年，全省气象监测系统不断
完善，区域自动气象站乡镇实现全覆
盖；晴雨预报特别是灾害性天气预报
准确率居全国前列，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总接收人次达10亿；人工增雨（雪）
累计增加降水25亿吨，产生直接经济
效益50亿元。据估算，我省全年气象
防灾减灾效益达350亿元以上。

王铁指出，2017 年，我省气象工
作需要着力提升“四种能力”，即综合

气象防灾减灾能力、人工影响天气能
力、为农保障能力、基础支撑能力，努
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
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
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
险转变，为防灾减灾赢得更多主动权。

针对目前我省人工影响天气主要
以抗旱为主的现状，王铁指出，今后
要全力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努力实
现由季节性向常态化作业转变，由抗
旱型向多功能型作业转变，由规模型
向效益型作业转变，更好地为高标准
粮田建设、智慧农业发展、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及设施农业推进提供服
务。③5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月20日，
记者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肉牛奶牛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提出到 2020
年，全省新增肉牛100万头，新增高品
质生鲜乳 100万吨，新增饲料作物种
植面积 500 万亩，新增产值 1000 亿
元，通过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
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将肉牛奶牛产
业打造成我省农业的特色产业、优势
产业和品牌产业。

我省是全国肉牛大省和新兴奶业
大省，发展肉牛奶牛产业的资源条件
得天独厚，市场前景广阔。《意见》提
出，要充分利用秸秆资源，提高花生、
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

率。抓好国家级粮改饲试点县项目建
设，启动省级粮改饲试点，扩大粮改饲
试点范围。引导养殖企业通过订单收

购、流转土地自种等形式，扩大饲用玉
米等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到2020年，
全省饲料作物种植面积新增 500 万
亩。

《意见》提出，扩大养殖规模，重点
在豫西、豫南地区建设母牛养殖基地，
在平原农区建设肉牛育肥基地。积极
建设优质奶源基地，重点在沿黄区域
和豫东、豫西南地区建设优质奶源基
地。提高加工水平，促进乳制品结构
升级，以“强链、延链、补链”为重点，大
力发展肉牛产品精深加工。

为推进肉牛奶牛产业发展，我省
将强化资金统筹，省级统筹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千万吨奶业跨越工程和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相关专项资金

2.5亿元，支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重
点用于省级粮改饲试点、肉牛基础母
牛扩群增量、肉牛奶牛标准化建设、
创新低温奶销售模式试点以及对在
主板和新三板上市挂牌的肉牛奶牛
养殖企业的奖补等。此外，我省还将
强化金融支持服务，发展肉牛基础母
牛政策性保险，保费由省财政补贴
30%、市财政补贴 20%、县财政补贴
20%，投保人承担 30%；完善奶牛保
险政策，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 50%、
省财政补贴 10%、市财政补贴 10%、
县财政补贴 10%，投保人承担 20%。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涉农产品和服务，
加大对肉牛奶牛产业的贷款支持力
度。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在
2017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在
全省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1
月 20日，由省文化厅主办、省文
化馆承办的2017年河南省“春满
中原”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
式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

据悉，今年“春满中原”春节
系列文化活动从即日起至2月12
日结束，以突出本土性为主题，通
过展示灿烂厚重的中原文化和积
极进取的时代风貌，进一步增进
人们对河南的了解，提升中原文
化影响力。全省将组织 3000多
项文艺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各类
民俗和娱乐活动，如独具地域特
色的庙会、民间艺术表演等；免费
开放公共文化场所，组织开展公
益文化培训、展览、讲座、读友会、
音乐会、文艺比赛、广场舞等群众
文化活动。此外，各级文化行政
部门和文艺演出团体将创作一批
反映“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的小戏、小品和戏曲节目，组
织送演出、送电影、送图书等系列
文化下乡活动。

春节期间，在河南省文化馆
将举办《河南省农民摄影展》、四
场《公益无限》演出、四场《品味中
原》演出。

“春满中原”春节系列文化活
动已举办多年，成为春节期间中原
大地的一道靓丽风景，同时也是奉
献给百姓的一道文化盛宴。③7

我省出台意见支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
到2020年，新增肉牛100万头，新增高品质生鲜乳100万吨

“有学上”之后，怎样“上好学”
我省教育今年要抓这些大事儿

3000多项活动

我省上演
春节文化盛宴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慰问
全国道德模范李文祥

郑洛新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设立

提升“四种能力”推进我省气象现代化

1月19日，由省委省直工委组织的党员干部暖心理论服务队，深入社区宣讲党
的政策，并请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群众送春联、送温暖。⑨6 甄要辉 摄

▲1月21日，郑州市一家商场门前硕大的“金鸡”
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新春佳节临近，郑州市街头张灯
结彩，商家纷纷悬挂红灯笼、中国结以及与鸡相关的饰
品，烘托出了浓浓的年味儿。⑨6 王子瑞 摄

▶1月20日，内乡县举办“百姓春晚”，精彩的文
艺节目全部由该县各乡村700多名农民演员演出。
他们自编自导、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节目，歌颂党，歌颂
祖国，歌颂新农村的美好生活。⑨6 张中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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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有学上”之后，“上好学”成为众
多家庭的迫切需求。针对社会普遍关
心的教育热点问题，2016年我省做了
啥，有哪些亮点？2017年，我省要干
啥，有哪些要点？1月 21日在郑州召
开的 2017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给出
了答案。

基础教育：幼儿园中小
学再多一些

2016年，我省第二期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顺利推进，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达到 85.14%，同比提高 1.9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小学大
班、超大班分别较上年下降 1.87 和
1.35个百分点，初中大班、超大班下降
5.75个和2.45个百分点。

2017年，我省将启动实施第三期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快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力争年底
前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00所，新增幼
儿学位10万个；继续实施扩充城镇义
务教育资源五年计划，新建改扩建城
镇中小学60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54
万个，进一步解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

高等教育：统筹推进“双
一流”建设

2016年，我省积极对接国家“双
一流”建设，加快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建
设。河南大学等7所高校入选中西部
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学校；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郑州大学等 4
所高校入选全国首批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校；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同比
增长13.68%、4.98%，培养质量进一步
提升。

2017年，我省将继续推动“双一
流”建设，出台《河南省建设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实施方案》，深入实施“河南省
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大力推进郑
大、河大、河南农大等17所高校的10
个优势学科、25个特色学科建设。

与此同时，我省继续实施面向农
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不断提高
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努力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深入开展教育对外
交流合作，推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UCLA）和中国科学院大
学在我省合作建设高水平大学。

教育改革：改变“唯分数
论”现状

2016年，我省出台《河南省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从
2018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一年级
学生开始启动高考综合改革，不再分
文理科，高招录取考生总成绩由统一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科成绩和3

个选考科目成绩组成，即“3+3”模
式。与当下完全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不
同，改革后，招生录取实施“两依据、一
参考”的综合评价，即依据统一高考成
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改变“唯
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现状。

2017年，我省将认真落实《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做好政策
解释、舆论引导和教育教学准备工作；
印发《进一步规范高校招生行为的若
干规定》，不断规范高校招生行为；制定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考试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稳妥推进中考改革。

教育惠民：不让一个孩子
因贫辍学

2016年，我省完善资助体系，共
发放资助资金87.5亿元，资助困难学
生 2615万人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36亿元，较上年增加59.9%，资助学生
46.9万人，在全国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座谈会上介绍了经验；我省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率达99%，入公办
学校比例达86%。

2017年，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不让一个孩
子因贫辍学。继续做好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的受教育工作，确保“应入尽
入”，让他们与当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
的就学升学政策。会同民政厅、公安
厅、省妇联等部门开展好农村留守儿
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
项行动，确保留守儿童都能接受良好
教育。②40

“金鸡”迎春 年味儿浓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宋代科学
技术在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个高峰，许
多发明创造在世界范围内居领先地
位，针灸铜人即是其一。1000 多年
来，为中华儿女的身体健康作出了巨
大贡献。”1月21日，开封古城文化研
究学者赵孝斌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它赠送给世界卫生组织，有利于中
国传统医学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传统医学
的礼物。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出席了中国向
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
式。这个具有浓郁开封宋代特色、浑
身布满穴位的铜人雕塑，顿时吸引了
世界目光。

针灸铜人成了“名人”。国家主席
习近平为何选择它作为礼物赠予世卫
组织？它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发挥了什
么作用？

2000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学典
籍《黄帝内经》提出“经络”概念。从此，

中国古代针灸医术基本形成。用针灸
行医救人，必须遵循人体正确的穴位经
络。由于没有直观形象作为参考，很容
易出现错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
宗赵祯诏令宫廷医官、著名医学家王惟
一，考证针灸之法，在开封城铸造针灸
铜人，作为针灸准则。由于铜人体内的
脏腑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不仅可用于
针灸学，还可用于解剖教学。

宋代针灸铜人后来因战乱遗失。
1987 年,国家组织专家多方考证，重
铸成功，使国宝重现于世，2006年针
灸铜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开封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也有一尊按照针灸铜人原型复制的真
人大小的针灸铜人。“宋代针灸铜人是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
人，它开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
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这比西方的
解剖医学早了近800年。”该博物馆负
责人张彩凤说，“更重要的是，针灸铜
人及释解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
由政府颁布的针灸标准。”②28

针灸铜人亮相世界卫生组织
开封宋代针灸铜人开针灸教学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