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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4日，由
省行政管理学会、航空经济发展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等主办的“一带一路”
倡议与航空港人才发展理论研讨会在
郑州召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
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
资源，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
人才强国。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分
别从“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人才强省战
略、郑州航空港区人才发展等方面分享
了研究成果，对新形势下河南人才队伍
建设提出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众多国家战
略规划和平台在河南密集落地，这种
战略机遇我们能否抓住，运行能否成
功，关键在人才。对于“航空经济”新

产业来说，紧缺型人才是“瓶颈”，应
用型人才是支撑，专业型人才是特
色，航空港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多元
化、多层次、复合型、职业化、国际化
的专业型人才，要加大特色专业精英
人才的培养力度，使之逐渐成为一种

“航空”人才产业。河南人才建设要
主动适应引领“中部崛起”新格局，深
入开展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重点课题研究，着力解决人才流
动不畅等问题。

当天，河南省行政管理学会人力
资源开发研究分会成立，标志着我省
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正式建立“智库”平
台。据介绍，该研究分会将充分发挥
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三大职
能，积极促进我省人力资源开发。③4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11月 6日
记者获悉，由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八
部委共同评估确定的第一批 40个国
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名单日
前公布，平顶山市成功入选，是我省唯
一入选的市。

2014 年以来，平顶山市委、市政
府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切实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循环农
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发展战略，探
索出一条以畜牧业为龙头、农牧结合、
全面发展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路子。

平顶山先后规划建设了24个县级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示范区，在全市
形成了“种植—饲料—养殖—有机肥—

种植”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链条。
平顶山还将发展特色农业与脱贫

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引导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2016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251亿
元，其中畜牧业产值占46.8%，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 74.4%，走出了一条
安全、高效、生态、绿色的现代农业发
展之路。

平顶山市农业局局长杨四震说：
“按照创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
示范区规划目标，到 2020年，平顶山
将建成循环农业的示范区、品牌农业
的样板区、协同农业的先行区以及健
康食品加工的创新区。”③5

平顶山入选首批国家农业
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创新券对我们这样的技术型中
小企业来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11月 1日，领到南阳市发放的
100万元额度“科技创新券”后，河南
金厦智能装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封彦钊兴奋地表示。

金厦智能装配是一家从事新型建
筑材料装配生产线设备制造的民营企
业，他们申请的项目，急需与第三方开
展合作研发，而“科技创新券”解决了
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今年5月，南阳市出台《科技创新券
管理暂行办法》并启动申领工作，成为我
省首批推行科技创新券制度的城市之

一。经过受理申请、专家评审后，共有68
家企业领到了3741.2万元“科技创新
券”，金厦智能装配正是其中的一家。

创新券的背后是制度创新

南阳市作为我省首批国家创新
型试点城市，推出“科技创新券”是在
科技创新制度方面的一次创新举措。

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增喜
告诉记者，创新券等于“有价凭证”，可
以改变过去科技创新资金“先发放、难
监管”的方式。

此外，过去企业申报科技创新资
金，往往需要具备高新技术企业等相
关资质，导致很多急需技术改造升级
的中小型企业被拒之门外。

记者了解到，南阳市“科技创新
券”主要采取“项目主导制”，企业申请
的项目通过并获得发放后，就能以此
为凭证，同科技机构、大专院校开展技
术研发合作。等到技术成果实用化或
用于生产经营后，科研服务机构再凭
合作协议、研发合同等票据，到政府财
政部门兑现创新券。

小小创新券激发企业大动能

“创新券激发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创
业热情。”位于宛城区的汇博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责任人杨希表示，这一制度大大
简化了企业获取政府扶持资金的流程。

南阳市工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南阳师范学院食品学博士张英君

表示，在实行“科技创新券”制度后，政
府成立的专家评审机构，主要根据企
业申报项目的科技含量、市场前景予
以衡量，从而进行评审。

同时，按照《南阳市科技创新券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每年“科技创新券”
申请、评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均列入
该市科技局年度预算。

南阳市科技局一位负责人表示，“科
技创新券”是面向众多中小微科技企业
乃至初创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无需企业
准备繁杂的申报材料和项目建议书。企
业拿到创新券后可以根据申报项目需求
自主选择服务机构和使用方式，同时企
业选择在哪家服务机构使用创新券，也
完全取决于市场的竞争，体现了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②9

□本报记者 卢松

近日，100名来自全省福利机构
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在郑州参加了全
省福利机构儿童康复教育和社会工作
实务培训班。他们现场聆听省内外高
校、康复研究中心和福利机构专家的
精彩讲解，学习社工、特殊教育和康复
等方面的服务技能，以提升服务特殊
困难群体的水平。

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和县级
社会福利中心等社会福利机构，是孤
儿、弃婴、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
和孤老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生活
的家园。近年来，我省不断建设和完
善社会福利机构，努力兜住特殊困难
群体的生活底线，真正实现幼有所育、
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社会福利机构变身温馨家园

11 月 6日，开封市儿童福利院 1
号抚育室内，6名孤儿正开心地玩着
玩具；爱佑·新生开封儿童养护中心
内，来自省内外福利机构的孤残儿
童得到精心照顾；开封市救助管理
站院内，20多名受助人员喊着口号跑

步……占地230多亩的开封市社会福
利园区，是全省第一家实现儿童福利
院、社会福利院、救助管理站等社会福
利机构集中建设和管理的园区。

这个让特殊困难群体得到家庭式
关怀的园区，是我省社会福利机构建
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加
强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和完善，使越
来越多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

了有效保障。
据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促进处处长李经宇介绍，我省累计投
入省级以上扶持资金4.4亿元，支持建
设23个市级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床位
共计 8000 多张，集中供养人员近
6000 人。同时，全省 123 个县（市、
区）社会福利中心项目已基本建成，县
级社会福利中心实现全覆盖。

服务由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

今年 13岁的小勇（化名）生活在
洛宁县儿童福利院，在福利院附近的
小学就读，他上学的辅导书籍费、寄宿
费以及衣服被褥等都由福利院负责。

“叔叔阿姨对我很好，这里就是我的
‘家’。”小勇说。

小勇并非孤儿，入院前一直和爷
爷生活，爷爷年迈，照顾不了他。2011
年，洛宁县儿童福利院将救助范围从
孤儿扩大到困境儿童，次年小勇就在
福利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社会福利服
务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有条件
的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对象从孤儿、特困
人员向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等群体拓
展；提供的服务由过去以养为主，发展
到现在开展特教和康复教育。

李经宇说，我省将通过 3~5年的
努力，把各地社会福利机构建成集
养育护理、医疗康复、特殊教育、心
理矫正、休闲娱乐和短暂接收（收
留）为一体的专业救助和福利服务
机构，让更多特殊困难群体有个安稳
的“家”。②40

我省人力资源开发有了“智库”平台

南阳市新规巧解创新资金监管难题

科技创新券 激发大动能

我省推进社会福利服务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福利院变“温馨园”

郑 稼 ，主 任 医
师，省管优秀专家，
河南省人民医院大
骨科主任兼关节外
科主任，河南省关节
外科治疗中心主任，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医师协会骨科医

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
关节外科工作委员会常委，全国骨科住
培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
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膝关
节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髋关节专业委
员会执行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医
师分会会长，河南省医师协会关节外科
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分
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关节外科杂志》《中
华骨科杂志》《中华骨与关节外科》《中华
临床解剖学杂志》《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中国实用医
刊》编委，在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人
工关节翻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专家名片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
术、保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
南省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HNFYSY1904）；若需其他服务可
拨打“96195”省医24小时综合服务
热线，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向转诊
等服务伴你行。

目前，我国每年都有超过 60万人
次的患者接受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且
这一数字仍以每年 20%~30%的速度
增长。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影响我
们的生活呢？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指采用金属、
高分子聚乙烯、陶瓷等材料，根据人体
关节的形态、构造及功能制成人工关
节假体，通过外科技术植入人体内，代
替患病关节功能，以治疗关节疾病的
手术方式，目前发展最成熟的是膝关
节置换术和髋关节置换术。

这种技术是把关节整个拿掉而换
成假关节吗？并非如此。人工关节置
换术是将关节切开，去掉有病变的关
节骨质和滑膜组织，然后将预制好的

金属或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关节假体通
过骨水泥放置在截骨表面，最后缝合
关节，整个手术过程只是切除了病变
部分，就像牙科医生镶牙一样，只是在
其表面安装了假体。所有关节磨损、
病变、发育异常的成年人，显著影响生
活，尤其是髋、膝关节，均可能需要通
过关节置换术解决问题。

研究证实，关节功能障碍不仅仅
是“腿脚不灵便”这么简单，患者不能
正常负重行走、运动能力下降会逐渐
导致心肺、内分泌、大脑认知等身体机
能的综合显著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和生命健康。

经过多年努力，关节置换术已经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组数据可以充

分验证：大多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由
熟练的医生进行，手术时间在 1小时
以内；通过综合的血液管理方案和术
中止血，90%以上的单侧关节置换术
不需要输血；关节置换手术无须术后
制动，返回病房即允许手术关节活动，
多数患者术后两天开始下地负重，三
五天即可出院。由此看来，人工关节
置换已经完全摆脱了很多人心目中

“大手术”的印象，而且通过快速康复
理念的推广和发展，日后还有望更加
微创化。

关节虚拟手术是通过三维重建，
用精确的器官构造模拟骨关节在外力
交互作用下发生变形切割的过程，并
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反馈等形式来提

供逼真的置换手术现场感。“虚拟仿
真”可重现各类关节损伤、从不同角度
观察、预演手术，便于选择最佳方案，
以减少术中出血，降低手术风险。

3D 打印技术通过对正常人关节
CT扫描，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关节形态
及截骨后形态进行测量，精确设计与
骨骼解剖形态一致的个性化假体，获
得个性化假体，同时可利用关节实体
模型进行个性化截骨和假体预测，制
订术前计划。

手术机器人技术通过计算机辅
助，使截骨更准确，假体安装更精确，
术后力线恢复更接近生理状态，导航
系统通过施术者录入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或解剖标志来启动手术导航，可以

准确、实时确定假体和手术器械的位
置和方向，有助于提高手术精度和指
导截骨、软组织平衡、下肢力线以及假
体旋转控制等。医生全程监控，可随
时终止机器，同时可降低关节翻修术
中在去除骨水泥时导致骨折或骨皮质
穿透的风险。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人工关节置换术让生命更有质量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稼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11 月 6 日，光山
县泼陂河镇蔡围孜村
江威合作社社员正在
田间收获瓜蒌。今年
该合作社种植瓜蒌面
积 112 亩，亩均纯收
入可达4000元，不仅
实现了 21 名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还带动
19 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⑨3 谢万柏 摄

视觉新闻

11月5日，游人在济源市邵原镇的娲皇谷拍摄红叶。深秋时节，娲皇谷的
红叶似火，吸引了大批游人登山赏红叶。⑨6 吕剑平 摄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1月6日，记
者从省招办获悉，2018年我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生基本信息采集工作将于11月
21日9:00开始，12月9日18:00结束。

其中，艺术、体育统考类（含对口
招生和专升本艺术、体育类）考生信
息网上采集于 11 月 27 日 18:00 结
束。考生资格条件信息（照顾对象、申
报农村专项计划的国家和地方专项、
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及残疾生等）于12月9日9:00开始
申报，12月15日18:00结束。

考生基本信息是考生电子档案的
重要内容，是实施网上录取的基本依
据。考生报名信息采集采用二代正
式身份证。对持临时身份证或其他不

可读取身份证件信息的考生，公安部
门将对报名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
办证环节畅通，确保考生身份证信息
采集不受影响。

高考报名信息采集继续实行与普
通高中学籍信息“硬挂钩”的办法。应
届高中生的“毕业学校”直接使用学籍
信息中的数据，考生不可修改。考生
照片严格按照第二代身份证照片标
准，由考生本人到现场通过数码照相
进行采集。

考生报名信息采集完成后，打印考
生报名登记表，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考生信息一经签字确认,任何人不得擅
自更改。对弄虚作假的考生或单位，一
经发现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③3

高招信息采集工作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