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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 6日，记
者从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河南省第
十五届女子专场招聘会暨妇女就业创
业现场咨询服务活动，将于本月 8日
在河南人才市场举办。该活动旨在改
善女性就业机会不均等、职业发展机
会存在差异等现状，为女性尤其是女
大学生和女性精英人才提供精准就业
服务平台和展示机会。

本次招聘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妇女联合会共同主办，
110家用人单位参会，预计将提供近
4000个就业岗位。岗位包括会计、人
力资源专员、办公文员、培训老师、翻

译等，涉及商贸、医药、教育、信息科
技、服饰、百货等多个行业。

招聘会期间，还将举办妇女就业
创业现场咨询服务活动，由女性就业
创业导师团现场为求职女性解读求职
技巧、职场应对，并就她们在就业创业
过程中的权益维护、心理困扰等问题
进行解答。

本场招聘会将依托中国中原人才
网、河南人才市场官方微博微信、映客
直播、花椒直播等新媒体矩阵同步发
布信息。招聘现场将设立求职登记窗
口，为女性求职者优先登记，提供匹
配、推荐岗位等有针对性的服务。③7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张培军

随着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为孕
婴童行业带来机遇更有挑战。3月 3
日，在郑州举行的河南省孕婴童用品
行业协会首届二次会员大会暨 2017
发展高端论坛透露，在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省孕婴童用
品行业亟待转型发展。

孕婴童用品行业发展迅猛

近年来，孕婴童用品市场是国内
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年均增长
率在30%以上。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
放开，全国每年新生婴儿在 1800万，
递增率超过10%，年消费用品总值在
1800亿元以上，仅 2016年全国就出

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多增131万
人。目前，我国仅次于美国，已成为全
球婴儿消费的第二大国。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消费大省，孕
婴童用品行业潜力最大，发展空间最
大。加上郑州又地处中原，是全国重
要的交通枢纽，是中部重要的物资集
散地，孕婴童用品行业的发展十分迅
猛。

区域领域发展不平衡

从大数据来看，全省孕婴童用品
行业涉及生产类、流通类、经销类、科
研类、服务类的相关领域、相关企业超
过 2万家，但总体力量不是很强。就
生产类企业，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
上，与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相比，还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要进入全国行业
第一矩阵任重道远。

“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
诸多问题，表现在发展不够规范有序、
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行业领域众多但区域发展、领域发
展不平衡等。”河南省孕婴童用品行业
协会会长王树民坦言。

行业洗牌倒逼转型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婴孕童用
品行业在市场需求呈倍增的情况下，
也存在低端产品过剩问题。特别是
80、90后人群消费观念的转变，一些
低端、低值、小品牌的产品过多，高端
产品、高质产品、品牌产品、无菌产品、
有机产品明显短缺，一个行业大洗牌

的时代将要来临。
专家分析，随着河南自贸试验区

的设立，加上电商、微商、海淘等销售
渠道的不断出新，对传统的行业销售
渠道带来强大的冲击，从上游的生产
商、品牌商，到中间的代理商，再到下
游的零售商，都面临升级转型发展，纯
粹的贸易型代理商的升级转型需求更
为迫切和严峻。

北京大学传统产业“互联网+”与
资本战略研究课题组副组长杜凤林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17年是国家供
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随着居民消费
全面升级，整个孕婴童用品行业将走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之路。就河
南而言，需要加快河南制造向河南创
造转变、河南速度向河南质量转变、河
南产品向河南品牌转变。②9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3月 6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新批准建
设 2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至此，全省
省级重点实验室总数增至153个。

“此次批准建设的28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涉及材料与机械工程、电子信
息、化学化工、农业、医学、食品安全与
资源环境、管理科学等7个领域，建设主
体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基本实
现了科研领域和创新主体的全覆盖。”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实验室
建设步伐的加快，进一步夯实了我省创
新平台的物质技术基础,全面提高了我
省自主创新能力，为冲击国家重点实验
室提供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从整体看，此次批建的省级重点
实验室显示出一些新亮点：

亮点一：聚焦前沿尖端
科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此次我省改变以往重点实验室建
设重基础研究、轻成果转化的导向，新
建了一批以成果转化为主要任务的省
级重点实验室。如依托河南科技大学
建设的“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
验室”和“省高温结构与功能材料重点
实验室”、依托郑州大学和河南黄河旋
风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省金刚石光
电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依托郑州
轻工业学院建设的“省机械装备智能
制造重点实验室”等，将促使相关领域
的创新成果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我省相关产业占领未来发展制高
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围绕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需求，依托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建设的“省网络空间拟态防御
重点实验室”和“省量子信息与量子密

码重点实验室”，是我省打造军民融合
的龙头工程、精品工程。“省网络空间
拟态防御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有
望颠覆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攻强守弱”
的现有态势，打破西方强国基于技术
先发优势打造的单向透明游戏规则。

“省量子信息与量子密码重点实验室”
将加强量子密码基础理论研究、核心

设备研制和组网试验应用等创新成果
转化的研究，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量子
密码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亮点二：注重发展民生
科技，科技创新服务社会

此次我省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生

态环境等民生科技的支持力度，依靠
科技创新提升民生福祉。例如，依托
省人民医院建设的“省遗传性疾病功
能基因组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内目前
唯一集门诊遗传咨询、遗传实验室及
遗传病病房于一体的综合学科，依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的“省生
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在卵子冷冻技
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及中
期妊娠选择性减胎技术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为提高人口质量提供技术支
持。

此外，依托河南大学建设的“省大
气污染综合防治与生态安全重点实验
室”、依托河南农业大学建设的“省土
壤污染防控与修复重点实验室”、依托
河南理工大学建设的“省煤炭绿色转
化重点实验室”，将重点研究解决大气
污染、环境污染对我省经济发展和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造成的多重威胁。

亮点三：打破学科研究
局限，扩展社会科学领域

与以往相比，此次我省打破了省
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仅限自然科学的局
限，在社会科学领域新建了一批重点
实验室。

比如，依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建
设的“省科技金融创新研究重点实验
室”和依托郑州大学建设的“省金融工
程重点实验室”，将重点研究科技金融
深度融合的有关课题，推动河南省科
技金融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建立。

依托安阳师范学院建设的“省甲
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解决甲骨文研究中遇到的
问题，深入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建设。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悦）3月 5日晚，
坐镇郑州航海体育场的河南建业迎来
了2017赛季的首场联赛，对手是阵容
豪华的河北华夏幸福。面对对手重金
打造的一流配置，平民化的建业表现
得一点也不逊色，要不是临门一脚感
觉欠佳，建业也不至于在主场只收获
一个0∶0的平局。

从双方的首发阵容来看，河北华
夏幸福几乎就是一个加强版的中国国
家队。拉维奇等三位大牌外援，带着
赵明剑、任航、丁海峰和张呈栋等一干
国脚，纸面实力上绝对碾压建业，但就
是这样的顶级阵容，比赛中的表现却
让人大失所望。在建业的全场逼抢
下，拉维奇和埃尔纳内斯等人的特点

大受限制，他们的低迷也影响了河北
全队的进攻发挥，90分钟内该队居然
没有一脚像样的射门。

至于建业方面，新援多奇卡尔和巴
索戈由于加盟不久，在与队友的配合方
面还略显生疏，但比赛中他们还是展现
了各自的一些亮点。尤其是巴索戈，利
用自身的速度和盘带，一个人就将河北
的天价后防搅得天翻地覆，第87分钟
他更是获得了直面门将的单刀机会，只
可惜最后的射门太过追求角度，反而错
失了绝杀对手的机会。最终，建业主场
与华夏幸福0∶0握手言和。虽然未能
如愿在主场全取3分，但两位新人能够
在如此重量级对抗中得到锻炼，也算是
一个不错的收获。③3

我省新增2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科研创新平台再添“生力军”

年均增长30% 高质产品仍短缺

我省孕婴童用品行业亟待转型

建业首战平局收场

3月5日，安阳市两馆广场的梅花丛中，市民用手机自拍留影。随着气温回
升，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春。⑨7 王建安 摄

3月6日，宝丰县居民体验刚投入使用的公共自行车。该县启动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首批
共设置35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投放自行车近1000辆。居民可凭身份证办理租车卡或直接使
用支付宝、手机客户端在租赁点取还车。⑨6 何五昌 摄

绿色出行 健康环保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宜
坦 本报通讯员 朱晓娟）3月 3日到 4
日，由省卫计委主办的“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大型系列公益活动走进
素有“中华药都”之称的禹州市，为当
地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及百姓送去了
丰盛的“健康大餐”。这是该项活动在
今年开启的首场惠民活动。

两天的禹州之行，活动举办了中原
健康卫士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以“健
康的五大处方”为主题的科普知识讲
座、《仁医胡佩兰》电影巡映，真实感人
的医患故事令在场不少人潸然泪下，科
学实用的科普知识为群众送去了丰盛
的“健康大餐”；而同期在禹州市人民医
院举行的大型义诊、专业培训、查房巡
诊等多项活动，以我国著名心血管内科
专家胡大一教授在内的50余名省内外
专家与当地医生一起，更是为当地医疗
机构和患者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此外，活动期间，胡大一教授与爱
心企业还向当地捐赠了《胡佩兰画传》
《解读健康密码》等逾万册图书和《医药
卫生报·健康中原行专刊》。同时，活动
主要承办方之一——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与禹州市人民医院签署协
议，成为协同发展战略联盟医院。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系
列公益活动由省卫计委宣传处、医药卫
生报社联合胡大一教授带领的大医博
爱志愿者服务总队于2014年9月发起，
活动计划用5年时间深入全省18个省
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基层一线，通
过举办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报告会、大型
义诊、爱心捐赠、科普讲座、专业培训、医
院帮扶等系列公益活动，传递大医精神，
提升基层医生专业涵养，提高基层医疗
机构服务水平，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引
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信息化改革，
建立诊治基层疑难重症的快速便捷机
制等，扎实有效助力健康中原建设。

截至目前，该活动已走进全省17
个县（市），组织省内外义诊专家逾
900人次，直接受益群众6万余人次，
其中免费为6100人次开展彩超、CT、
心电图等检查，免费为79名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开展手术；培训基层医生近
9000人次；捐赠书籍4万余册，发放宣
传资料逾 12万份；捐赠药品、医疗器
械总价值近160万元。③5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活动首站走进禹州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李
绍巍）3月 6日，记者从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获悉，该校日前被列入国家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规划
（二期），成为“小211工程”高校，该校
的教学实验楼和综合实验实训楼工程
将获得1亿元的中央专项扶持资金。

据该校相关人士介绍，上述两个项
目力争在今年开工建设。其中，教学实
验楼建筑规模35000平方米，计划投资
9591万元；综合实验实训楼建筑规模
为 42000平方米（含地下 10100平方
米），计划投资13598万元。

除了专项资金扶持，学校入选“小
211 工程”后，对于提高整体办学条
件、办学能力、办学水平以及社会影响
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小211工程”从2012年开始由国
家发改委、教育部组织实施，重点扶持
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地区本科高校，是
继“211工程”“985工程”后的又一强校
工程。此前，我省的河南大学、河南师
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
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新乡医
学院等9所高校也被列入该工程。③6

我省又添一所“小211工程”高校

第十五届女子专场招聘会8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