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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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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让爱心循环“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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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代娟

“以前成天闲在家里没事儿干，
送完孙子上幼儿园就是打麻将、唠
嗑儿。如今，我最爱往‘时间银行’
跑，看看有啥能帮忙的。”12月 6日，
55岁的新乡市凤泉区五陵村村民孙
爱景说，有了“时间银行”，如今的生
活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所谓“时间银行”，是五陵村党
支部书记陈红玉于 2015 年在该村
探索成立的新乡首个社区互助公益
服务项目。它通过“存储时间、随需
使用”的模式，把志愿服务、扶贫帮
困、助人自助有效结合，不仅激励了
志愿者参与服务的积极性，还拉近
了邻里关系。

在“时间银行”，村民可以登记
个人信息成为爱心“储户”，将参与
公益服务的时间存入，当自己遭遇
难题时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寻求
他人帮助。两年多来，“时间银行”
已有“储户”近5000名。

村委会西侧的老村委会一楼要
改建成村里的烙画基地，这里有些
改造门窗的活儿。水泥大沙买来
了，施工队却一时找不着。一听说
这事儿，“时间银行”的爱心“储户”
冯培林、李孟义、常建勤等6名村民
就来到“银行”领任务，用了3个小时
全部完工。6个人在“时间银行”里
各自存上了3小时的“爱心时间”，并
为村里节省了几百元的工钱。

每天清晨5点多，总会有志愿者

早早来到“时间银行”领取扫帚清扫
全村卫生。因为有他们，7000多口
人的五陵村没为保洁花一分钱。在
五陵村，村民不管是家电维修、老人
看护，还是清理下水管道等琐事难
事，都可以去“时间银行”交换服务，
平等互助、邻里和睦的乡风民风逐
步形成。

村民尚永杰为郝好秀、张廷臣
等4人修理电脑，在“时间银行”存入
爱心时间2小时；后来，尚永杰家楼
梯扶手坏了，67岁的张廷臣因会焊
工就到他家去帮忙，存入半小时爱
心时间。这一来一回，老大爷和小
伙子就这么熟络起来了。

67岁的村民胡中琴老人热衷公
益，凭借600多小时的爱心存储，成

为五陵村最“富有”的人。记者问老
人的老伴刘桂兰：“胡大爷有空就往
村委会跑，您就没意见？”她指着一岁
半的孙女笑着说：“要不是我腰不好，
还得看孙女，我也早想去参加了！”

在“时间银行”，每个人都可以
用自己的劳动、专长或者兴趣来帮
助他人，打破单方面志愿者的付出，
变成双方互助。“时间银行”发起人
陈红玉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
女，她对儿子说：“我也想加入‘时间
银行’，可我一个老太太能干啥啊？”
陈红玉说：“你不是会腌萝卜、缝鞋
垫、做西瓜酱吗？有人学，你就可以
教别人啊。”得知这样也可以帮助别
人，陈红玉的母亲很高兴，当天就成
为“时间银行”的“储户”。③5

□丁新科

随着 18个省辖市相继出台机动

车限行措施，全省各地蓝天再现，朋

友圈出现一个新名词：“限号蓝”。

限号初期，固然有些不适，但更多的

人是“一蓝解千愁”：“看到天空这么

蓝，我们的心情也格外舒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

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当

前，全省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000 多

万辆，打赢这场保卫战，就必须防控

好机动车污染，通过机动车限行，从

源头上解决大气污染。

防治大气污染，呵护蓝天白云，

我们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城市高

楼林立、人口密集，空气不易扩散，

受冬季采暖影响，更易形成连续雾

霾天。省环保厅的数据表明：在重

污染过程中，机动车污染占比达 22%

至 38%，在市区交通密集地带高达

40%，成为最大污染源。郑州限行首

日，颗粒物减排达 370 吨，这证明限

行确有成效。现代城市，出行方式

越来越多，如果大家都尽量选用公

交、地铁、共享单车等绿色、低碳的

方式出行，就能为改善空气质量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应该看到，这次限行既有原则性

也有灵活性，相关部门及时说明：限

行初期，教育为主；家有病人，送医不

受限制；农产品运输车辆，办证后通

行……限行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尽

量减少对正常秩序的影响，既抓环境

治理，又兼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稳

步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感。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唯有全民

参与悉心呵护，才能让蓝天白云常

驻城市上空。3

全民参与呵护“蓝天白云”

冬日，濮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里的反季节蔬菜郁郁葱葱。该园区投资2亿元建了4座智能温
棚，温度、湿度均实现了全自动化控制。园区采取无土式立体栽培，种植了160多个品种的蔬菜瓜
果，成为当地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⑨6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种植反季菜
科技来增效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2月 6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
2017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揭晓：郑州大学刘炯天
院士和河南中医药大学李建生教授荣获2017年度河南省科
学技术杰出贡献奖；329项成果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14项、二等奖124项、三等奖191项。

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是我省科技最高奖，该大奖每
年授予的人数不超过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
刘炯天教授和中原学者、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建生教授
此次获奖，使该大奖获奖者总数增至16人。

刘炯天院士长期从事微细粒分选过程强化、矿山废水净
化与循环、低品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
为我国微细粒分选和洁净煤技术跨越式发展作出了贡献；提
出了建立以临空经济为引领构建河南现代产业体系的“蘑菇
云模式”战略，实现区域经济腾飞的内生化过程；以“双一流”
为主线，致力于郑州大学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为提升我省科
技实力和教育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建生教授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疾病的临床、
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疾病的科学技
术发展作出了贡献；研制了8项呼吸疾病中医辨证标准在全
国推广应用，推动了呼吸疾病诊疗水平提高；创建了老年社区
获得性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治愈率提高了46.43%；积
极参与国家和省中医药行业发展规划，为河南省中医药事业
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我省科技水平的高端体现，
关注度很高。今年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有诸多看点。

看点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保持强劲势头。如中铁工
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的“异形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关键技
术及应用”，填补了世界马蹄形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技术领域的
空白，成功应用于郑州市中州大道、新加坡汤申线等工程项
目；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的“多晶硅生产用高效节能
大型还原炉装备技术”，提高了我国多晶硅产业的技术水平，
使其生产成本可与世界一流多晶硅企业竞争，带动了太阳能
光伏和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看点二：农业领域亮点频现。今年有4个农业项目荣获
一等奖，反映了我省农业的科技优势。其中，河南农业大学赵
全志教授主持完成的“优质抗病粳稻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
技术研究与应用”，选育出优质抗病综合性状优良粳稻新品种
6个，累计示范推广应用1382万亩；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田克恭主持的“家禽新发频发传染病确诊及新兽药创
制与应用”，提升了我国家禽疫病诊断技术水平，推动了兽用
疫苗及精制蛋黄抗体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看点三：基础研究领域水平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体现了原始创新能力。
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立东教授主持完成的“食管鳞癌和贲门腺癌组学特征
谱变异对比”项目，阐明了中国人食管鳞癌和贲门腺癌这两种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
恶性肿瘤的基因组学变异特征谱，为实施精准医疗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和方法。

看点四：节能环保领域结出硕果。如中原工学院联合宇通集团完成的“纯电动
客车大温差高效能热泵型空调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突破了现有技术无法
实现超低温制热与超高温制冷的技术瓶颈，解决了严重影响整车续航里程的关键
技术难题，推动了汽车空调行业技术进步和纯电动客车快速发展。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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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原阳团县委和县供电公司组织青年志愿者来到交警路小学，对校
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爱心巡诊”，并对特困学生进行爱心帮扶。⑨3 李青松 摄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每年的省科技奖评审结果，是向国
家科技奖推荐参评项目的重要依据；每
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则是检验我省
科技奖“含金量”的“试金石”。近年来，
我省不断在国家科技奖数量、质量和奖
项类别上取得突破，推荐的国家科技奖
主持项目数量已连续多年在全国各省
市中排名前列，整体态势喜人。

那么，我省科技奖是如何不断提升
“含金量”的？

内生动能凸显四大亮点
多种科技要素的持续增强和改善，

是推动我省科技奖“升级”最重要的内
生动能。12月6日，省科技厅副厅长刘
英锋介绍说，今年我省科技奖整体呈现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企业进一步凸显技术创新主体
地位。在获奖的329个项目中，企业牵头
和企业参与的项目有 233 项，占比
70.82%；在14个一等奖项目中，企业牵头
项目有8项，企业参与项目有5项，其中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宇通节
能与新能源客车技术创新工程”获得了

“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类”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体现了我省科技奖励的政策导向。

二是中青年科技人员成为科技创
新的主力军。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
平均年龄为 41岁，获奖项目第一完成
人的平均年龄为46岁。45岁以下的中
青年科技人员主持完成的获奖成果占

获奖总数的67.02%。
三是基础科研能力持续增强。今

年共有 23项基础研究类成果获奖，其
中有1项基础研究成果获得一等奖，显
示了我省基础研究水平稳步提升。

四是郑洛新自创区的创新高地作
用显现。获奖的 329 个项目中有 245
个来自郑洛新自创区，占74.47%；14个
一等奖获奖项目全部来自郑洛新自创
区，充分反映了郑洛新自创区作为我省
创新高地的强大集聚能力。

严格评审提供制度保障
“省科技厅不断改革完善省科技奖

评审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
评审机制，成为不断提升省科技奖‘含
金量’的有力保障。”刘英锋告诉记者。

实施“二三七五”奖励工作机制，即
在推荐评审和审核批准两个工作阶段，
建立“专业组网络评审、行业组会议评
审和评委会会议评审”三级评审机制，
并在从推荐到评审的七个工作环节中
进行五次公示。建立奖励工作管理制
度体系，保证奖励工作机制的严格执行
和规范操作。采取“六个坚持”工作举
措，即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
合，坚持异地答辩和现场答辩相结合，
坚持“评审+考察”机制，坚持评审全程
留痕管理，坚持评审期间封闭管理，坚
持评审各环节接受监督。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制度保障，确保
了我省科技奖评审程序规范、评审指标
客观科学、评审结果公平公正。③6

“含金量”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讯（记者 李林）12月 6
日，郑州市交通委员会发布消
息，通过公共交通智能平台数据
统计，12月5日机动车单双号限
行次日，也就是限行首个单号
日，郑州市道路拥堵指数降至 2
个月来最低。

大数据时代，以数据说话。
郑州市交通委员会公共交通智
能平台统计显示，12月5日早高
峰和晚高峰依旧明显，但时间缩
短，道路拥堵指数普遍降至2个
月来最低，平均道路拥堵指数降
低28%，达到完全畅行状态。

道路通行顺畅，车速提升，
是乘客和司机的直观感受。数
据则更有说服力，5日晚间时段

一级路段平均车速提升16.8%，
二级路段提升12.4%，三级路段
提升 9%。从整体数据看，晚高
峰的拥堵状况得到了良好疏解，
全天道路畅通，全网域整个交通
运行都非常平稳。

单双号限行，虽然极大程度
上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但并未
减少庞大的市民出行需求，郑州
公共交通系统面临严峻的考验。
5日，郑州公交运营里程72.7万
公里，共发车25844趟次，公交客
运量较平日提高约11%；出租车
乘车客流53.5万人次，运营里程
319.6万公里，分别增长约27.1%
和21%；地铁客流达到74.5万人
次，增长12.9%。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12月 5日
是三门峡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第
二天。记者多方采访发现，限行虽然
限制了一部分车主的出行，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工作和生活，但大家对此
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采取步行、骑自
行车、坐公交车等绿色方式出行。

在三门峡市区主干道崤山路上，
记者见到步行上班的市卫计委工作人
员李有伟。“限行前基本上都是开车上
班，限行后走路上班，这样既能锻炼身
体，也能为大气污染防治贡献一份力
量，有了干净的空气才能生活得更
好。”他开心地说。记者同时在马路上
看到不少上班族骑着自行车上班。

在崤山路和上阳路口，执勤民警
李蓓对记者说，“从我执勤的地点看，

效果十分明显。以前在早高峰期，路
口从四个方向过来的车经常会发生拥
堵。限行后，现在一路畅通”。据了
解，实施限行后，三门峡交警加强了各
个路口的执勤警力，第一天对于违反
限行的以教育为主，不过第二天将严
格按照通告内容执行。

据了解，三门峡实施机动车单双号
限行的区域为湖滨区、经济开发区和中
心商务区内所有建成城市道路，自
2017年12月4日零时开始，至12月31
日 24时结束（全天24小时限行）。陕
州区于12月6日零时至12月31日24
时在主城区实行单双号限行。

另据三门峡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公司根据客流量随时调整班
次，增加车辆，确保市民出行乘车。③7

郑州

道路拥堵指数大幅降低
三门峡

市民多种方式绿色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