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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19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
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
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等改革，促进人才培养供
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
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
技能人才，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

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
业体系。

《意见》明确，要同步规划产教融
合与经济社会发展，将教育优先、人
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统筹职业教育
与区域发展布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
逐步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促进
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力支持集
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
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建设；
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
机制，强化就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
效调节，严格实行专业预警和退出机
制。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
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
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深化“引
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
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支持校企合作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
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以
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
化，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
化。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
小企业参与，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
继续办好做强职业学校。

《意见》要求，要推进产教融合人
才培养改革，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
础教育。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
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实践性教学

课时不少于总课时的50%。健全高等
教育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
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大
力支持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类高校
建设，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
特设岗位计划。完善考试招生配套改
革，逐步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有工作实
践经历人员的比例。

《意见》强调，要强化行业协调指
导，规范发展市场服务组织，打造信息
服务平台，健全社会第三方评价，促进
产教供需双向对接。要利用市场合作
和产业分工，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形
成稳定互惠的合作机制，促进校企紧
密联结。

据新华社伦敦 12月 18日电“在
中国，有人称他为‘量子之父’。”这是英
国《自然》杂志 18日发布的 2017年全
球十大科学人物榜单中，对入选的中国
科学家潘建伟的第一句介绍。

《自然》杂志是全球科学界公认的
权威刊物。在这份榜单上，“入选人士
都是过去一年里在全球科学界最具影
响力或者说具重要性的人物。”《自然》
新闻特写代理主编布伦丹·马赫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依托中国发射的“墨子号”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潘建伟团队2017年实现
多项世界领先的量子通信技术突破，如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从卫星到地面
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
子隐形传态，连通北京和维也纳的量子
保密视频通话则标志着世界首次洲际
量子通信成功实现。

十大科学人物中还有一位华人科
学家——美国布罗德研究所的刘如
谦。这位生物学家领衔的团队一直在
优化CRISPR基因编辑工具，相关技术
未来可能会带来全新疗法，拯救生命。

入选十大人物的科学家还包括：欧
洲“处女座”引力波探测器合作组织天

文学家马里卡·布兰凯西、中东同步加
速器实验室物理学家哈立德·图坎、墨
西哥地震学家维克托·克鲁斯-阿蒂恩
萨、澳大利亚遗传学家珍妮弗·伯恩。

还有的人物因政策或管理方面的
影响而入选，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
织负责人拉西纳·泽尔博、常驻伦敦的
律师安·奥利瓦里留斯。美国环境保护
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也入选。此
外，首个接受新型癌症免疫疗法的儿童
埃米莉·怀特黑德也入选。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深化产教融合 扩大就业创业

依托“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潘建伟入选《自然》杂志十大科学人物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王合喜

芥蓝、菜心……这些南方人餐桌
上的食材，在“胡辣汤之乡”西华县的
土地上长得郁郁葱葱。12月 18日，
记者在该县东王营乡采访时看到，几
辆冷链物流车一早驶来，停靠在贾楼
村的宋府园林家庭农场旁，准备将今
年最后一茬有机菜心装车。

“这些菜主要卖到深圳，最多一
天卖了15吨。”农场负责人宋二华一
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招呼正在干活的
贫困户黄美荣慢一点。黄大娘今年
63岁，身体不太好，农场照顾她，干活
多少不用“考核”，一天发50元工资。

如果把当地的扶贫工作比作一
锅“胡辣汤”，那么产业发展无疑是
浓郁的汤底，是贫困群众增收的坚
实保障。在东王营乡，上规模的扶
贫企业除了宋府园林，还有卫奇牧
业、玉桂生态葡萄园等，每家企业带
动的贫困户都在 100户以上。除了
到户增收资金分红、就地务工这些
助农增收的“传统套路”外，东王营
的产业扶贫还有新招。比如，以繁
育仔猪为主营业务的卫奇牧业激活
了一个传统的行当——“猪经纪”。

“有不少贫困户干不了重活，就当
‘猪经纪’，旺季的时候每个人一个

月光提成就能拿 2000 多元。”卫奇
牧业负责人唐文魏说。

这“胡辣汤”里的主料，是扶志和
扶智。“脱贫不能光靠帮扶干部剃头
挑子一头热。”东王营乡党委书记彭
杰深有感触。去年，徐寨村有户村民
申请低保，经济条件符合，但群众评
议时却没过关。原来，这家人父子三
个全是壮劳力，却都不愿下地干活，
坐吃山空返贫。经过乡镇干部和驻
村第一书记反复做工作，打开了他们
的心结。前不久彭杰再去这家走访，
却没见到人，村干部告诉他，三个人
经过技能培训后，结伴外出务工了。

有人说，驻村干部是一盏灯，照
亮了扶贫路，在西华，驻村干部更像
一把火，把脱贫这锅“胡辣汤”煮得更
加沸腾。在王化本村采访时，记者见
到了西华县水利局驻村第一书记王
良弼，他刚从郑州回来，三天前做了
青光眼手术，眼圈还泛红。按照医嘱
应该休息一周，但村里有两件事他放
不下：一是村东头的危桥改建动工没
有？二是贫困户王恒占的老伴刚过
世，生活上怎么样？记者对他竖起大
拇指，他却连连摆手，打开了第一书
记微信交流群：“你看，人家这几个村
的扶贫产业发展得多好，我们村还得
再加把劲。”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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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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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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重视健康体检。在接受胸部
CT检查时，经常有人被医生告知肺里发
现一个磨玻璃结节或小结节。听到这样
的消息，很多人惊慌失措，但也有一些人
不以为然，等到肺部有症状再来就医时，
往往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机。那么，怎
么正确对待这个肺部小结节呢？

通俗地讲，肺部小结节就是肺里面
长了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直径小于2厘
米。其中小于1厘米的又叫“小结节”，
而磨玻璃结节是 CT片子上一种特殊
类型，看上去就像磨玻璃，故名“磨玻璃
结节”。只要磨玻璃结节不大于 2厘
米，也归为肺部小结节。

肺部小结节内部的密度不同，可以
分为纯磨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磨玻璃结

节和纯实性结节。在这3类结节中，恶
性病变分别占18%、63%、7%。其中，
磨玻璃结节又可分为普通炎症、真菌感
染、腺瘤样不典型增生、原位腺癌、微浸
润癌、浸润性癌；部分实性磨玻璃结节
（又称混合磨玻璃结节）癌变的机会高，
特别是实性成分大于 50%的结节，肺
癌的可能性极大。不过，纯实性结节恶
性概率小，但是恶性程度高、进展快，因
此在随访及治疗上要提高警惕。

很多患者在体检中发现了肺部小
结节后会非常焦虑，于是便不停地做检
查、问医生，也容易出现滥用抗生素的
情况，希望可能通过消炎的方式让结节
缩小甚至消失。实际上，临床上八成以
上的肺部小结节是良性的，因此不必恐
慌，要到正规医院遵从医嘱，进行定期

检查或实施微创切除，但要提醒广大患
者的是，应避免滥用抗生素，其实抗生
素对真正的小结节没什么作用。

《中国肺部小结节分类、诊断与治
疗指南（2016年版）》曾有规定，直径大
于8毫米的部分实性结节定义为“高危
结节”，应由胸外科、肿瘤内科、呼吸科
和影像医学科医师集体会诊，决定是否
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查（结节薄层三维重
建CT扫描，薄层增强CT扫描，经皮肺
穿刺活检）明确诊断、手术切除或 3个
月后进行CT复查。若结节3个月后没
有缩小或增大时，考虑为恶性可能，建
议手术切除；若结节缩小，建议6个月、
12个月和 24个月持续CT监测；无变
化者建议进行年度CT复查，随访时间
不小于3年。

CT在肺内病变中的诊断优势非常
明显，能发现肺尖、脊柱旁、靠近胸膜、
心脏后方、纵隔等部位胸片难以发现的
病灶，还能发现肺癌纵隔淋巴结转移
灶。可以说，对发现肺内病灶及早期诊
断定性上，CT明显优于胸片。近年来，
普通人群健康体检中包含胸部 CT检
查，特别是低剂量CT筛查的比例大幅
提高，这成为肺部小结节发现率明显上
升的重要原因。由于低剂量 CT筛查
所产生的射线剂量很低，因此对高危人
群来说是体检的首选方法，但对孕妇来
说仍然是一个禁忌证。而对年龄小于
40岁以下人群仍然推荐胸片体检，简
单快捷。

一旦发现肺部小结节，患者可去综
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的胸外科就诊。

根据病情，医生会作出判断，进行必要
的随诊观察或手术治疗，“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是肺癌治疗的关键。目前，
微创胸外科手术是治疗肺部小结节、早
期肺癌的主要方法，主要包括胸腔镜手
术。这种手术具有应用广泛，手术创伤
小、恢复快、痛苦小、并发症少、符合美
容要求等优点。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关于肺部小结节的几点常识
□河南省人民医院 魏立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本报记者 卢松

12月 18日，记者从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到，
今年11月份，全省销售福利彩票63429万元，同比增长
11.44%。其中安阳市、平顶山市、许昌市、郑州市、焦作
市、鹤壁市、周口市、漯河市和兰考县、鹿邑县、固始县
增长率超过15%，洛阳市、信阳市、濮阳市、济源市、商
丘市和汝州市、永城市、长垣县销量呈负增长。

今年1月至11月，全省共销售福利彩票617816万
元，同比增长5.18%。其中商丘市和邓州市等18个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濮阳市、信
阳市、安阳市、济源市、南阳市和汝州市、永城市、新蔡
县呈不同程度负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超额完
成目标，目标完成率达111.93%。全省共有17个省辖
市和7个省直管县（市）超额完成销售目标，省福彩中心
郑州航空港分中心、安阳市、平顶山市、焦作市和兰考
县目标完成率超过120%。

今年前11个月，全省福利彩票年度销售目标完成率
为90.86%。省福彩中心郑州航空港分中心、开封市、商
丘市、三门峡市、漯河市、济源市、鹤壁市、平顶山市、新
乡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焦作市和邓州市、长垣县、兰考
县、固始县、巩义市实现了目标完成与时间同步。濮阳
市、南阳市、安阳市、信阳市、郑州市、洛阳市和汝州市、
永城市、鹿邑县、新蔡县目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1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增长较快
2017年11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截至日期：2017年11月30日 单位：万元

单 位

商丘市

周口市

郑州市

新乡市

开封市

鹤壁市

许昌市

平顶山市

焦作市

驻马店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洛阳市

南阳市

济源市

安阳市

11月销量

2552.93

2474.74

15469.32

2827.05

2366.25

1106.80

2595.66

3257.50

2720.30

2683.44

1595.45

1675.96

5966.08

3885.58

651.88

3271.21

11月目标

2200

2317

13908

2575

2017

950

2283

2442

2267

2375

1383

1458

5542

3958

617

2292

目标完成率
（%）

116.04

106.82

111.22

109.79

117.33

116.51

113.68

133.41

120.01

112.99

115.33

114.92

107.66

98.16

105.71

142.74

全省
排名

7

15

12

13

5

6

10

3

4

11

8

9

14

18

16

2

本年度累计
销量

26519.68

25840.64

145114.39

28780.01

25003.45

10731.44

25097.03

27524.89

24992.05

26299.79

15684.37

16620.94

60271.41

40324.44

6990.13

23356.16

本年度累计增
长率（%）

13.01

12.24

9.92

8.68

8.64

6.73

6.06

5.24

4.15

2.64

2.08

1.67

0.79

-1.60

-2.08

-2.88

全省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单 位

信阳市

濮阳市

港区分中心

省直管县（市）

邓州市

长垣县

兰考县

固始县

滑 县

巩义市

鹿邑县

新蔡县

永城市

汝州市

全 省

11月销量

2335.63

1449.12

519.17

773.12

398.46

360.56

457.78

299.67

713.57

226.83

153.51

377.84

263.43

63428.85

11月目标

2333

1625

258

650

383

300

408

292

700

200

175

475

283

56667

目标完成率
（%）

100.10

89.18

200.97

118.94

103.94

120.19

112.11

102.74

101.94

113.41

87.72

79.55

92.97

111.93

全省
排名

17

19

1

2

5

1

4

6

7

3

9

10

8

本年度累计
销量

24318.24

16280.57

4180.33

8523.12

4626.55

3518.32

4711.33

3182.54

8013.31

2058.95

1876.65

4659.08

2716.30

617816.11

本年度累计增
长率（%）

-4.02

-8.01

-

22.91

11.76

7.59

6.68

6.22

4.79

2.12

-3.33

-4.91

-7.06

5.18

全省
排名

17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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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在中国，有人称他为‘量子之父’。对
于这一称呼，潘建伟当之无愧。在他
的带领下，中国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
技术的领导者。”

《自然》杂志为每一位入选者做了一篇新闻特写，其
中以《量子之父》（FATHER OF QUANTUM）为题报
道了潘建伟，开头这样写道。

右图为
《自然》杂志
潘建伟新闻
特写截图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9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 19日宣布，以发电行
业为突破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正式启动。

国家发改委当天下午召开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启动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部署全面落实《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
会后，国家发改委与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福建、湖北、广东、重庆、深
圳等 9省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全国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
建设和运维工作的合作原则协议。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说，启动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实践。选
择以电力行业为突破口，并不是说只
对这一个行业碳排放交易体系做了
准备，而是因为电力行业是目前条件
最为具备、数据最为完整的行业。

据介绍，2013年以来，碳排放权
交易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
广东和深圳等地试点，累计配额成交
量超过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
约46亿元人民币。

下一步，要分阶段、有步骤地逐
步推进碳市场建设，在碳市场平稳有
效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参与碳市
场的行业范围和交易主体范围、增加
交易品种，最终建立起归属清晰、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公开透
明的碳市场。

我国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