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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曹磊）11 月 1日，记
者从郑州市爱卫办获悉，作为“健康中
国 2030”试点城市之一，郑州市结合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地方
实际情况，制定了《郑州市开展健康细
胞工程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0
年，郑州城区学校基本建成健康学校，
城区内医院基本建成健康医院，40%
以上社区建成健康社区，同时力争
90%以上的乡（镇）创建国家、省、市级
卫生乡（镇），30%以上行政村建成健
康村。

按照《方案》要求，郑州市各项健
康细胞工程将在今年年内相继开建。
预计今年年底，在郑州各区、各开发区
辖区内，健康小区、健康家庭、健康单
位（机关事业单位、市属医院、企业、学
校）、健康宾馆、健康商场、健康市场、
健康主题公园等细胞工程项目，每个
项目分别建成3至5个。

《方案》对各个细胞工程项目提出
了具体要求。例如，在健康小区方面，
要求加强环境保护，卫生设施完善，配

备有健康教育活动室，健康自助检测
点，并有专兼职人员指导管理，备有血
压计、血糖仪、身高体重计、腰围尺、壁
挂 BMI 尺、膳食宝塔挂图等设施工
具；生活饮用水末梢水水质达标率≥

98%，近三年内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和生态破坏事件；“四害”密度控制在
国家标准以内等。在健康家庭方面，
要求家庭配备有控油壶、限盐罐、BMI
尺、计步器等健康支持工具；食用油控

制在每人每天25克至30克，食用盐控
制在每人每天 5 克的标准；经常参加
锻炼，成年人每周 2次至 3次，每次不
少于 1 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家庭成
员基本健康知识知晓率≥80%，健康
生活方式和行为形成率≥70%等。

《方案》还明确了 2020年郑州市
健康城市建设的各项指标。其中包
括，到 2020 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3岁，婴儿死亡率≤3.7‰；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
比例达 98.8%。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到 2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全市常住总人口的38%。每千人常住
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达到4.0；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达
27%。202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62.5%；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60%；居民交通便捷
程度满意率>72%。

据了解，包括健康小区、健康家庭、
健康单位等在内的健康细胞不是一次
性申报命名，而是每 3 年进行一次复
审，对不符合要求的健康细胞，整改后
仍然不达标的予以撤销命名。③7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王建民）11 月 1 日起，我省全面进
入今冬明春森林防火紧要期。记
者 11 月 2日从省政府护林防火指
挥中心办公室获悉，经专家会商，
在此期间，我省森林防火将面临严
峻形势。

气象、林业、航空消防等方面的
专家结合我省2017至 2018年冬春
季气温、降水、风等各种影响森林火
险形势的气象因子，以及我省森林
植被、林下可燃物、火源管控、工作
因素等特点，作出了上述判断。

截至2016年年底，全省拥有林
地面积6042.06万亩，88%的森林资
源分布在太行山林区、伏牛山林区
和桐柏大别山林区，这些地区也是

我省森林防火的重点区域。据预
测，今冬各主要林区降水量偏少，气
温偏高。从高火险日数看，太行山
林区、伏牛山林区较常年偏多二至
五成，桐柏大别山林区偏多五成以
上；明春太行山林区降水偏少在二
成以内，气温接近常年，高火险日数
较常年偏多一至二成，伏牛山林区
和桐柏大别山林区接近常年。

我省森林防火紧要期将持续到
明年4月30日。据介绍，目前，全省
上下协调联动，多措并举安排部署，
确保平稳渡过防火紧要期。省防火
办将组成三个工作组，分赴全省13
个省辖市、4个省直管县，对各地森
林防火工作进行检查考核，促进我
省森林防火工作扎实开展。③7

全省森林防火形势严峻
主要林区冬季高火险日数较常年偏多二成以上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31日，
记者从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今年
11月份，河南人才市场将举办多场
特色招聘活动，包括各类主题鲜明
的专场招聘会，并将启动就业服务
进校园招聘活动，为高校毕业生及
各类求职者提供供需对接平台。

据了解，11月份，面向高校毕业
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共有五场，预计将
为毕业生送去近万个就业岗位，分别
是：河南人才市场于11月 4日举办
全省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当日
将组织有意向的用人单位赴郑州大
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参加2017年秋季
大型校园招聘会；11月18日举办第
五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专场活动河南分会场招聘会，当

日将组团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参加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
会；11月25日举办2017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冬季联合招聘
周河南分会场招聘会。

经过市场分析和现场调研，河
南人才市场将举办热门岗位专场招
聘会，即11月8日举办市场营销、电
子商务、建筑机械、人资行政热门岗
位专场招聘会；11月29日举办电子
商务、贸易物流、医疗器械、综合服
务类专场招聘会。

此外，该市场还将于 11 月 11
日、22日举办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11月 15日举办河南省知名企业专
场招聘会，为供需双方提供高效对
接服务平台。③7

省人才市场将举办
多场特色招聘活动郑州四成社区三年建成健康社区

九成乡镇创建卫生乡镇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11月 1日，温县保和堂制药有
限公司怀菊花种植基地，农民正在
采收怀菊花，田间一片忙碌的景
象。深秋时节，当地5000亩怀菊花
进入收获旺季。近年来，该县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带动
贫困户实现了增收致富。⑨6

▶采摘装箱的怀菊花
▼金灿灿的怀菊花种植基地

怀菊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11月2日，在南阳市宛城区枣林中
学，12岁的初一学生顾广钊的脸上终
于露出了一丝微笑。在经历一场家庭
变故后，他的一张请假条引起了社会的
热切关注，四面八方的好心人在帮助他
和家庭渡过难关。

顾广钊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他家
的墙壁上整齐地贴着“三好学生”“珠算
冠军”“艺术明星”等十几张奖状。父亲
顾连海原来在外地施工队干活，收入还
算不错，母亲李荣华在家务农，三口之
家过得还算平稳。

2013年，李荣华下地干活时觉得

腰疼，到医院检查得知是肾炎。2014
年下半年，她被医院确诊患上了尿毒
症，只有换肾才能保住性命。为了不影
响儿子学习，夫妻二人选择了对顾广钊
隐瞒病情。

随着病情恶化，李荣华每周需要
到离家 20 公里远的医院进行三次透
析，顾广钊只能拜托给邻居照顾。不
久前，顾广钊放学回家，还没进屋就
听到了父母的哭声。联想到母亲日
益虚弱的身体和父亲两年之间变得
花白的头发，顾广钊冲进门一再追
问，父母只得告诉了他实情。顾广钊
用学校的电脑搜索了“尿毒症”，结果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扑到妈妈

怀里大哭：“妈妈，我以后都听你话，
你不要死……”

经过一番考虑，10月11日，顾广钊
将一张请假条悄悄放在班主任老师的
桌子上：“老师，我长大了，我也要为爸
爸分担一些责任，不想再让爸爸妈妈
辛苦了。爸爸为了妈妈头发都白完
了。老师，我也是男子汉，应该为爸爸
分担，我想请假，休学一年，给妈妈换
肾，想让妈妈早点好起来。希望老师
能给我一次机会，（成全）一份真诚的
孝心。”

这张请假条让见者动容。10月27
日，关于顾广钊请假休学救母的消息在
网上迅速传播开来，社会各界纷纷伸出

援手。爱心人士、热心的乡邻和素不相
识的网友慷慨解囊，目前捐款数已达到
50万元。

宛城区高庙乡是李荣华的家乡，该
乡乡长徐良告诉记者：“李荣华和丈夫
现正在郑州做肾源配型检查，我们专门
了解了相关政策，她的治疗费医保可以
报销 95%，肾源这块儿不在报销范围
内，大家的捐款帮助他们一家解了燃眉
之急，目前全家人情绪稳定，正在积极
配合治疗。”

顾广钊于 10月 28日去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了妈妈，社会各界的
关爱让他鼓足了面对困境的勇气，并安
心地回到了校园学习。③7

一张请假条 四方伸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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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恒昀 孔学姣

10月29日是个星期天，在卢氏县官
道口镇新坪村豫西百草园景区内，池塘
绿水悠悠，农家小院错落有致。许多游
客在园中品尝农家饭菜，体验乡土风情。

豫西百草园是新坪村2015年引进
的重点投资项目。该村是国家级贫困
村，在册贫困户有74户265人。“如今开
发豫西百草园景区，通过‘土地流转有租
金，景区务工有薪金，房子入股有股金’
的‘三金’收入，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新坪村党支部书记鲁彦玲介绍说。

鲁彦玲所说的“三金”，即村民流转
500亩土地给百草园公司，每亩每年有
450元的租金收入；全村有 80多人在
景区里打工，每月有至少 1500元的工
资收入；村民的老房子入股到公司里，
每人每年还有1000元的分红。今年9
月 29日，百草园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分

红大会，景区刚开业半年，100名村民
就拿到了老房子入股的分红。

“现在我在景区打工，做些除草打
药的杂活，每月有 2000 元的收入。8
亩土地流转给了景区，能再拿到租金，
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新坪村南坪居民
组贫困户陈玉红高兴地说。他因为生
病无法外出务工，以前靠种地勉强维持
生计，现在在景区打工做些轻活，每年
可以增加2万多元收入，此外还有土地
流转租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刚开始村民也有顾虑，担心房子
入股、土地流转了，景区生意不好，生活
没有保障怎么办。”鲁彦玲说，为发挥好
战斗堡垒作用，他们直接把党支部设在
了景区里，党员发挥引领带头作用，给大
家做思想工作，让村民看到发展前景。

除了豫西百草园，2016年年底新
坪村还建起了百果园合作社，流转土地
500多亩，栽种草莓、葡萄、大枣等特色

水果，发展水果种植、采摘观光，与豫西
大峡谷、豫西百草园形成优势互动，带
动村里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合作社还
与36户贫困户签订协议，通过分红、务
工等形式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远处红叶满山，近处菊花盛开，几
座别具一格的小木屋正在建设中。在
卢氏县横涧乡淤泥河村，乡村旅游也发
展得如火如荼。村民田建坡高兴地介
绍说：“我的农家宾馆已经建好准备营
业，打算再建十座木屋，吸引游客体验
原生态乡村游。”田建坡原本在郑州做
电子商务，看到家乡发展需要，就返乡
创建了卢氏县丝瓜甸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网上销售桑蚕制品，同时建起了

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
“淤泥河村有桑蚕资源优势，通过

种桑养蚕，网上销售桑蚕制品，村民生
活有了很大提高。”淤泥河村党支部书
记田宝琏介绍说，“接下来我们要带动
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田园综合
体，走‘桑-蚕-菌-茶-果-丝-旅’产业
融合发展道路，实现农游一体化。”

“‘旅游+扶贫’，让‘好风景’有了
‘好钱景’。卢氏县群山环绕，发展旅游
得天独厚。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土地集
约化、农民职业化、种植特色化、销售网
络化运作，助推旅游产业发展，带动村
民脱贫致富。”横涧乡党委书记李敏霞
说。③7

旅游助脱贫“风景”变“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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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0 月 31
日，记者从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
获悉，直径 12.37米、体重 90吨、精
度 0.3 毫米的剖分式特大型转盘轴
承在该集团旗下的洛阳LYC轴承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洛轴”）正式下线，
这是我国直径最大、体重最重、精度
最高的剖分式特大型转盘轴承，再次
刷新了国内行业历史纪录。

据介绍，此次洛轴加工的这一轴
承是为国家重点海洋工程作配套使
用，公司研发团队在 100多道工序
中，针对用户实际使用工况要求及产
品超大、超重、剖分等特点，创新加工

工艺方法，在特大尺寸轴承零件加
工、拼装、精度保证等方面取得了技
术突破，并实现产品一次组装成功。

2014年 3月24日，国内首套剖
分式特大型转盘轴承在洛轴正式下
线，结束了我国不能加工剖分式特大
型转盘轴承的历史。河南机械装备
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剖分
式特大型转盘轴承的顺利下线，在直
径、重量、精度等指标上，再次突破了
制约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形成了洛
轴独有的自主研发制造技术，巩固了
洛轴剖分式特大型转盘轴承的国内
技术领先地位。③4

剖分式特大型转盘轴承国内直径最大、精度最高

洛轴再次刷新行业纪录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梦
珂 贾文亮）10月 30日，随着一车车
集装箱货柜通过智能卡口进入仓库，
历经三年多的申报建设，商丘保税物
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营，不沿边不靠海
的商丘进入了“无水港口时代”。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B型）位于
商丘市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内，占地
0.133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8.04万
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6万平方米，
布局有物流作业区、海关监管查验
区、交易办公区和配套服务区，具备
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简单加工和增
值服务、国际分拨及配送、转口贸
易、物流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六大
功能。围网外规划有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综合物流园区、商业功能配
套区。

据介绍，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致

力于行政精简化、投资便利化、贸易
自由化、成本最优化和交通便利化，
打造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的开放高
地。目前，该中心已入驻企业 15
家，在谈项目 20余个，目标为全年
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0亿美元以上。

商丘位于豫鲁苏皖四省接合
部，是全国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之
一，是国家中部崛起“两纵两横”产
业带四个节点城市之一，是重要的
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是省政府
确定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城市。保税
物流中心的设立，不仅能满足四省
接合部近 3000万人口的差异化消
费需求，还可辐射周边 20个城市、
1.6亿人口，外贸进出口潜力巨大。
该中心的封关运营，将有效发挥磁
石效应，使商丘成为辐射周边的国
际贸易物流枢纽节点城市。③7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营

11 月 2日,河南省委幼儿园举办秋季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快乐玩
耍。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