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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本报讯（记者 栾姗）2 月 27 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我省安阳市入选建
设试点。

据介绍，在国家有关部委综合考
虑气候类型、地域特征、发展阶段的基
础上，经专家论证，安阳市等 28个典
型城市入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
点。试点城市将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
际、适应气候变化的建设管理模式，为
我国全面推进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提供经验。
《通知》指出，安阳市要以全面提

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核心，坚
持因地制宜、科学适应，吸收借鉴国内
外先进经验，完善政策体系，创新管理
体制，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纳入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完善相关规划
建设标准。到2020年，安阳市适应气
候变化基础设施应得到加强，适应能
力显著提高，公众意识显著增强，打造
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典型范例城
市，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
经验。③7

王永豪：一心为民谋幸福

安阳入选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
建设试点

本报讯（记者 马雯）2月 27日，来自焦
作市多氟多新能源公司的职工曹红卫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
中华骨髓库第6281例、河南分库第600例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河南也成为全
国第一个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
达到600例的省份。

曹红卫曾是东海舰队的一名老兵，因多
次参与海上搜救，他对生命的宝贵与脆弱有
着更深的认识。退伍后，他进入焦作多氟多
新能源公司工作，并在去年6月单位组织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中成为志愿者。

“能拥有这样的救人机会，我既激动又
骄傲。”曹红卫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当他得
知自己与河北省一名 10岁男孩配型成功
的消息后，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他的父
母与妻子对此也非常支持。

“曹红卫所在的单位先后有 671人成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而去年焦作的

10 名成功捐献者中，有 4 名都来自该公
司。”据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文梅英介绍，
曹红卫是该公司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第
七人。

从 2003 年 1月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
干细胞资料库成立至今，我省志愿者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我省目前拥有造
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11.4万人，累计成功
捐献人数已连续5年居全国各省级分库之
首，约占中华骨髓库捐献总数的十分之
一。14年来，我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数
不断攀升，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从第1
例到第 100例，用了 6年时间，而从第 500
例到第600例，仅用了1年5个月。

“河南的志愿者人数不是最多的，但成功
捐献人数却是最多的，这与咱河南人的诚实
守信分不开。未来，希望有更多志愿者加入
我们的队伍，一起将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中
华骨髓库河南分库主任张书环说。②7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杜放光

2月22日晚上，商水县练集镇许营村
头一个挂着“金来发制品”牌匾的农家大院
灯火通明，伴随着机器的“嗡嗡”声，分档、
挑拣、顺头、水洗……一群“巧媳妇”正有条
不紊地加工回收来的头发。

“多亏了电力帮扶，我们从夫妻店发
展到60多人的加工厂，产品还出口到国
外。现在村里的电线变粗了，又额外增
加了一台大变压器，电足机器忙，一年四
季连轴转，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啊！”金来
发制品厂长金来手里拿着一摞厚厚的订
单，喜上眉梢。

商水县是我省扶贫开发重点县，每
年外出务工者有30万人，农村有留守妇
女 18 万人。针对此现状，该县因势利
导，打造出我省“巧媳妇”工程唯一的示
范县。

电网改造密切关注“巧媳妇”工程的
发展步伐。商水县供电公司配网办主任

张永旗介绍说，经过城网升级改造后，该
县工业集聚区已实现双回路供电，为园区
内的服装服饰企业发展解除了后顾之
忧。同时对有需求的村镇进行电网升级
改造，两年来已完成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建
设投资3.6亿元。

“要不是电力帮扶，我这个服装厂还
真干不起来！”妮宝服装厂厂长侯春红回
忆说，从选址、租房，到接电、开业，每一
道程序都离不开供电部门的帮扶。如
今，她的服装厂稳定运行，吸引当地 30
名妇女就业。

同时，电力企业还开展了优质服务：
发放抢修联系卡，成立了服务“骑兵队”，
有抢修任务10分钟就能赶到用户家里；
建立了“巧媳妇微信服务群”，方便大家
有问题及时沟通，实现点对点即时服务。

电力助推“巧媳妇”工程换挡提速。
目前，商水县已初步形成服装服饰、无纺
布制品、渔网编织三大主导产业，来自世
界各国的订单在商水“巧媳妇”手中变成
了“商水制造”。③7

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达600例
成功捐献总人数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

2月 27日，曹红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生命种子”。至此，
河南成为全国第一个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达到600例的省
份。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2月 27日，嵩县九店乡石场村村民王彩云正在察
看自家饲养的波尔山羊。该县以特色养殖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月 26日，在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第二社区图书馆，孩子们正在开心地阅
读。该图书馆是洛阳市首家设在居民社区里的少儿图书馆。馆内有少儿图书
4000余册，还开设了电子阅览区，可供青少年上网查阅知识信息。⑨6 潘炳郁 摄

电力帮扶“巧媳妇”

2月 27日，是农历“二月二”，孟州市河阳街道函丈村举办“百叟宴”，全村近百名65岁以上老人和志愿者欢聚一堂，唠家常、品美味，感受和
睦大家庭的温暖。⑨7 王铮 张泽斌 摄

2月26日，在夏邑县杰瑞服饰生产车间，工人正在
紧张作业。近年来，该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出一个
百亿元产值的纺织服装产业集
群。⑨6 苗育才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月 27日，
记者从全省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
获悉，今年，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出台多
项交通管理举措，主要包括：酒驾醉驾
违法当事人属公职人员的，将抄告同
级公安纪检部门；深化车驾管业务改
革，全省车管所推行全国统一版机动
车号牌选号系统等。

严查酒驾和醉驾违法行为。凡
是辖区内发生因酒驾和醉驾引发3人
以上事故的市县，由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在该市县组织异地用警查处酒驾
和醉驾专项行动。对酒驾和醉驾违
法当事人属公职人员的，抄告同级公
安纪检部门。

深化车驾管业务改革。在全省
车管所推行全国统一版机动车号牌
选号系统，系统提供互联网自编自
选、互联网随机选号、车管所窗口“50
选 1”等多种选号方式，群众既可以在
车管业务大厅通过全国统一版机动
车号牌选号系统随机选号，也可以在
家里通过互联网自编自选和随机选
号。把推行自主报考、试点自学直

考、下放驾驶证考试业务、加强考场
管理作为今年我省驾考改革的重点
工作，90%以上的县（市）要设立考
点，承担小型汽车所有科目考试。考
场建设实行社会化，逐步实现政府购
买考场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要自建考
场，满足学员考试需求。

推进“互联网+交管服务”行动计
划。今年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将积极与
省财政厅协调，推进“交警 12123”
APP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功能的实现，
实行网上自主接受交通违法处理。进
一步完善网上办理业务功能，能够在
网上办理的车驾管业务全部上网。

另外，还将通过建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在全省交警队设立道路交通事
故法庭、推进仲裁调解中心建设等多
种形式，化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矛盾
纠纷。开展大货车野蛮驾驶专项治
理、农村地区骑摩托车戴头盔专项管
理服务行动。以郑州、开封、洛阳为
试点，特别是郑州市要制定针对性措
施，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
题。③7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出台多项交通管理举措

在全省推行全国统一版
机动车号牌选号系统

□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松林

位于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的达
士营村依山傍水，是一块寸土寸金的
宝地。这几年，群众腰包鼓起来了，腰
杆也硬了，逢人便忍不住夸耀道：“土
地有租金，干活有工资，如今过上好日
子，咱不能忘记支书的功劳。”

村民口中的支书叫王永豪,今年
51 岁, 1991 年起担任村干部，2014
年被党员群众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最美村官。

“父亲当了 40 多年村支书，达
士营村如今的大发展和新面貌，根
源于父亲在任期间确定的农游一体
的发展思路。”王永豪说，“我上任
后 ，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就想
让父亲看到他当初规划的图景变成
现实。”

今年 67岁的郭保贵曾是村里的
会计，和王永豪是一起共事十几年的
老搭档。“永豪是个老实人，干工作雷
厉风行，奖罚分明，有一颗公心，所以，
村干部听他的，乡亲们也信他。”郭保
贵说，2006年夏季秸秆禁烧，他一不
留神，自己分包的片区出现一处着火

点。尽管两人私交很好，但王永豪还
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当年奖励先
进的名单里也没有他。

发展产业难免会牵扯到村民的利
益。2013年7月，正值盛夏，森泓树艺
文化创意园土地流转项目涉及100多
户村民，共 400多亩地，700多棵树。
有 19户村民对原本制定的补偿标准
不满意，双方僵持不下。王永豪带领
村干部拿着卡尺，顶着骄阳，加班加
点，把700多棵树全部精确测量一遍，
又把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和群众代
表叫到一起，制定赔偿标准，大家最后
举手表决，问题迎刃而解。

村民们对土地有浓厚的感情，土
地被征用，大家一时难以接受。王永
豪就带上纸和笔到村民家里帮他们算
了笔账。2016年，达士营村总产值接
近5亿元，集体经济收入近百万元，人
均纯收入达到15600元。

如今，闲不住的王永豪又有了新想
法——打造特色旅游小镇。“未来，达
士营村将做大做强近郊都市旅游观
光业，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滋润
了。”夕阳的光辉洒在王永豪的笑脸
上 ，他 在 畅 想 达 士 营 村 的 美 好 明
天。③4

□本报记者 杨万东

2月 22日，教育部基教一厅颁布
的 2017 年 1 号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
提到，“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
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
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我省儿童
入学年龄会不会改、怎么改？截至 2
月27日，省教育厅尚未有公开说法。

由于这是教育部在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工作通知中首次提及入学年龄，
因此在全国引发多方关注。不过，教
育部很快出面解释，“《关于做好2017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是
依法重申现行制度和做法，教育部不
会统一规定具体入学年龄截止日期。”

为何是“重申”？原来，早在1992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就已有类似的规
定。“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
学年龄和年限，以及因缓学或者其他
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在校年龄，由省级
人民政府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本
地区实际情况确定。”而在2014年教育
部颁布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也
有类似的表述，即“各级各类学校各种
学籍变动的条件和程序由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确
定”，其中就包括入学的时间问题。

我省于 1986年 10月 1日开始实
施的《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第四
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
少年，不分性别和民族，都必须在新学

年开始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
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入学年龄
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由此可见，小学
入学年龄早就并非全国“一盘棋”。例
如郑州市，往年一般保证六岁半的适
龄儿童入学；去年规定，除港区保证六
岁孩子入学外，其他八区保证六岁四
个月适龄儿童入学。

那么，今年各地是否会调整儿童
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据媒体报道，河
北省教育厅、厦门市教育局等多地教
育部门回应称，暂不会做调整。

这些地方基于的考虑是，“大班额
情况比较严重，学位的问题需要重点
考虑。”“面临户籍人口和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双增长的压力，如果今年
调整，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还得额外

‘生’出学位来满足就学需求，这几乎
是不可能。”等等。

教育部该文件在我省也引起热
议。

郑州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校长
表示，调整入学年龄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事情”。而一名多次带过一年级
的老师则认为：“6岁孩子上学还是可
以的，但不能再提前了。”因为同一个
班的孩子，年龄相差几个月，学习能力
就有差别。

部分家长却对“放宽日期”充满期
待。郑州市二七区的一位家长抱怨，
她家的孩子比玩伴晚出生 5天，入学
时间可能就要晚1年。“如果学校不再
卡‘年月日’，让家长自由选择更合
适。”②40

入学年龄要改？我省尚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