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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考

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记者 5月
29日从郑州市获悉，“智汇郑州”人才
工程启动青年人才专项补贴申报以
来，已分4批为2806名人才发放补贴
784.95万元。

去年年底，郑州市委、市政府公
布了“智汇郑州”人才工程“1+N”政
策体系，随后启动青年人才专项补贴
申报工作。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共申报 6035 人，其中，本科生 3067
人，硕士研究生 2861人，博士研究生
107人。已审批发放 4批次补贴，共
为2806人发放784.95万元。

有关人士表示，青年人才补贴按

月审核，随时接受申报，凡 2017年 1
月 1日后毕业、在郑州市域内落户并
符合“智汇郑州”人才政策规定条件
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他重申政策
规定，对新引进落户的全日制博士研
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本科
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3
年内分别按每人每月 1500元、1000
元、5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落户后
暂未就业或创业的，按上述标准发放
6个月生活补贴；对符合上述条件的
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
科毕业生，在郑首次购房分别给予10
万元、5万元、2万元购房补贴。②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如果考生
出现手指出汗、蜕皮等情况，就可能
导致高考入场时指纹验证通不过。5
月 30日，省招办提醒考生，遇到这种
情况别紧张，可拍照后先入场考试。

高考入场检查的具体流程是：监
考员核对准考证、身份证——使用金
属探测仪检查有无携带违禁物品——
合格后进入身份验证程序——读取指
纹信息进行匹配——验证通过进入拍
照界面——拍照后考生入场。

身份验证未通过怎么办？省招
办提醒考生，若指纹比对三次未通
过，可拍照后先入场考试。监考员暂
留其身份证和准考证，待开考 15分
钟后，由主考或一名副主考通过身份
验证系统主考终端进行报名照片、入
场照片和身份证三对照检查。认定
无误的，考试结束前将身份证、准考
证退回所在考场，返还考生；无法认
定的，考生在当科考试结束后到考务
办公室现场认定。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5月 29日，来
自省委宣传部扶贫联系村舞阳县余庄
村、西华县半截楼村的 60名少年儿童，
到郑州参加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一
起游郑州、增见闻、长知识。当天下午，
在“新时代好少年”交流会上，我省
2018年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中的赵
晓晴、卢逸轩、陈奕名、冯文博来到他们
中间，讲述成长历程，交流成长感悟。

“每天要照顾母亲，还要写作业，你
觉得累吗？”“有时也感觉累，但我从中

学到了坚持和乐观。”赵晓晴出生时，母
亲已经瘫痪。从五六岁起，她就挑起了
家庭的重担，洗衣、做饭、照顾妈妈，日
复一日，无怨无悔。“那你的理想是什
么？”“我想当医生，可以更好照顾母亲，
也可以帮助更多像母亲一样的人。”

卢逸轩、陈奕名组建了洛阳市首
支以少儿为主体的七彩阳光志愿者服
务队。冯文博从 6岁开始，与贫困山区
的学生结成对子，共捐出图书 169本，
捐款 2786 元。当问及未来对公益活

动的打算时，他们的回答是：“让志愿
服务成为同学朋友的生活方式。”“用
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更多的人。”

“新时代好少年”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孩
子们。他们说，要立志向、有梦想，爱祖国、
爱学习、爱劳动，努力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交流会现场，省委宣传部、省文明
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余庄村小学和
半截楼村小学各赠送图书1000册。孩
子们当晚还在省人民会堂观看了河南
省“庆六一”专场文艺演出。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心洁 归
欣）5 月 30 日上午，登封市石道
乡中心小学里一片欢声笑语。
在第 69 个“六一”儿童节到来之
际，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
日礼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河南日报客户端向该校捐
赠了 19500 包、价值约 5.5 万元
的学生专用奶。下学期，150 名
贫困学生每天都能喝到免费“爱
心奶”。

牛奶营养丰富，能为少年儿
童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营养保
障，但在贫困地区，很多儿童很少
或从未喝过牛奶，营养不良等现
象普遍存在。2017年 2月，农业
部与中国奶协发起了旨在推广营
养扶贫、增强国民体质的“中国小
康牛奶行动”。作为国内最大的
奶企之一，蒙牛率先响应这一计
划，并迅速开展了“营养普惠计
划”公益活动。去年，该公司向我
省捐赠了价值约 160 万元的“爱
心奶”，惠及 18个县 57个乡村小
学的贫困学生。在石道乡中心小
学举行的捐赠活动，拉开了今年
该系列公益活动的帷幕。

蒙牛河南公司相关负责人王
云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没有
旁观者，通过营养普惠公益计
划，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贡献一
点力量，是蒙牛公司的社会责
任。下半年，蒙牛还将与河南日
报客户端携手，继续关注贫困地
区的少年儿童成长，计划投入
150万元左右，向 18个乡村小学
捐赠“爱心奶”，预计惠及 4000
名贫困学生。②8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通讯员
杨春旺）5月 30日，记者从省农机局
获悉，截至当日 17时，全省已收获
小麦 1349 万亩，其中机收 1319 万
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7.9万台，
日收获小麦 569 万亩。其中，驻马
店投入收割机 2.5 万台，南阳、信阳
收割机投入量均在1万台以上。

目前，我省麦收由南往北陆续展
开，夏收面积不断扩大。全省已收获
小麦1349万亩，其中南阳316万亩、
信阳 204万亩、驻马店 378万亩、平
顶山118万亩。洛阳、郑州、周口、新
乡等地小麦也开始大面积收割。

夏收连着夏种，我省夏播也陆
续开始。截至 5月 30日，全省累计
播 种 1076 万 亩 ，占 预 播 面 积 的
11.7%。其中粮食作物已播 648万
亩，包括玉米 402万亩、水稻 187万
亩等；花生已播 337万亩，全省花生
累计播种995万亩（含春播花生658
万亩）。

当前，各麦收区抓住晴好天气，
积极开展抢收抢种，麦收进度有望
进一步加快。内黄县楚旺镇南街村
农民谭玉林的 260亩小麦还未完全
成熟，但他已安排好收割机来作业。

“去年提前联系合作社承包收
麦，一天不到就收完 200多亩，省事
又省时间。今年也提前联系好，让
人家承包收麦。”说起三夏大忙，谭
玉林倒显得很轻松。

记者了解到，内黄县今年大力推
广承包收割模式，全县 2100台收割
机和外地跨区收割机全部实行承包
收麦，提高麦收效率，力争颗粒归仓。

省农机局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提
醒，各地要组织协调农机合作社、农
机大户与优质小麦种植区农户尤其
是种粮大户进一步完善作业协议签
订工作，确保优质小麦实现单品种
专收专储。截至目前，我省各优质
小麦种植区大部分已签订收获作业
协议。②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王中献 刘浩博）5月 30日，在邓
州市湍河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里，一
台台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自由驰骋。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杂交小麦产业化
基地迎来的第一个收获季，中国杂交
小麦研发在国际上率先进入大田应用
和产业化阶段。

来自邓州市农业部门的5名专家，
对该项目的制种基地进行了现场测
产，结果显示：种子总体质量达到优良
小麦品种标准，符合亩产 300 公斤以
上的预期。

根据专家组在制种基地田间随机多
点取样调查，该基地的小麦平均亩穗数

42.1万穗，穗粒数 20.5粒，千粒重 42.9
克，理论亩产370.24公斤。根据收割机
实打实收，68.6 平方米实收小麦 31.6
公斤，扣除水分每亩实产302.5公斤。

邓州市高级农艺师、测产专家组组
长刘志坚表示，测产数据表明，杂交小
麦种子在丰产性、抗逆性、抗病性、适应
性等方面表现优异，这标志着中国杂交
小麦研发在国际上率先进入大田应用和
产业化阶段，成功攻克了杂交小麦规模
化高效种子生产等核心技术瓶颈，在种
子高产、稳产和高质量领域实现跨越。

去年1月，我国首个杂交小麦产业
化基地在邓州市奠基，目前已打造了万
亩级别的杂交小麦种子生产基地。③6

按月审核 随时接受申报

郑州青年人才补贴已发784.95万元

身份验证未通过可先入场考试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思臣 白鸽）5月 30日，来自洛阳高
新区的中航光电、普莱柯、英飞网络、
中色科技等企业收到了一份共计 7
亿元的“大红包”。

当日，洛阳高新区举行的自创区
工作推进会暨自创区政策兑现大会，
对区内四类符合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产业发展方向的 429 家企
业、41个平台、360名人才和 23个机
构进行表彰奖励，兑现奖补资金共计
2.24 亿元。同时，按照省、市及该区
对自创区创新企业的扶持政策，洛阳
高新区还在 2016年度、2017年度通
过落实税收减免和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为企业发出了 4.79 亿元的

“大礼包”。

“这么高额度的奖励在洛阳高新
区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洛阳高
新区负责同志介绍，此次大张旗鼓地
表彰奖励，旨在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
参与自创区建设的积极性，激发区内
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

记者注意到，多家企业和研发机
构拿到了“大奖”。在支持企业科技
创新方面，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金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分别获得了 1000万元和 950万元的
奖励。在新型研发机构方面，清华大
学天津高端装备院洛阳先进制造产
业研发基地、洛阳特种材料研究院分
别获得了 1600万元和 830万元的补
贴奖励。③4

（更多内容详见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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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夏收夏种面积双超千万亩
中国杂交小麦研发率先进入
大田应用和产业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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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 快乐成长

百名贫困生喝上“爱心奶”

在公益活动现场，孩子们齐声欢呼“河南日报，
生日快乐！”⑨3 本报记者 梁栋 摄

关爱儿童成长 呵护祖国花朵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5月 27日，信阳市首例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在固始县法院开庭审
理，固始县某镇镇长因境内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环境成为被告。

庭审调查表明，2017年 8月，固
始县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匿名举报，
称某镇在泉河边设置生活垃圾填埋
场，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该院随后
经深入调查，发现该镇政府于 2013
年间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在此设置垃
圾填埋场，建设过程中未采取防渗漏
等措施，造成河流污染，危害当地生
态环境，严重影响居民生活。2017
年 9月 13日，固始县人民检察院向该
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立即
停止倾倒垃圾的违法行为，并对存量
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该镇政府于
2017 年 9月 20日回复检察机关称，
该垃圾场已停止使用，做到了对存量
垃圾无害化处理。

但经跟进调查发现，该镇政府虽
对垃圾填埋场停止使用，但仅将垃圾
填埋场部分垃圾转运他处处理，在垃
圾上方用砂石覆盖，未采取彻底有效
整改措施。该处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仍检测出镉、铅等有害重金属，仍在
严重影响着当地群众人居环境和身
心健康。

根据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的相关规定，此案经层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批准，固始县人民检察院于 4
月 11日向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5月 27日，固始县人民法
院合议庭经评议后当庭宣判，支持检
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该镇政
府在泉河边设置垃圾场的行政行为
违法；责令该镇政府对垃圾填埋场及
原堆放的垃圾采取补救措施，履行治
理职责。

该镇镇长、被告法定代表人当庭
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再上诉。③4

因污染环境 信阳一镇长成被告
信阳市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审理

沈丘设立孤儿救助“希望之家”，让89名困境儿童感到——

“这里就是温暖的家”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迟驰

5月 30日，沈丘县新区实验小学。
“董妈妈！”10岁的刘金玉，一看见

教师董春丽，马上张开稚嫩的双臂
“飞”了过去，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这
天，刘金玉又收到一身崭新的衣服，这
是“董妈妈”送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小金玉刚到校的第一次拥抱，董春
丽记忆犹新。那天，小金玉趴在董春丽
耳边，悄悄地说：“有妈妈抱抱真好。”一

句话，让董春丽潸然泪下：“在孩子的潜
意识里，妈妈的怀抱最温暖。”

去年8月，沈丘县开展万名教师教
育扶贫大走访。教师们走进高云泽、
高云峰小哥俩家，这家的贫困令人震
惊。这俩因唇腭裂被遗弃的孩子，被
70多岁的老人收养，老人还有一位瘫
痪在床的弟弟。像院子里的小草一
样，一家人艰难并顽强地生活着。

“走访信息汇总显示，沈丘全县无
父母的孤儿有 146名。尽管享受着政
府的保障，他们还是渴望更多关爱。”
工作会上，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孙自豪
几度落泪。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沈丘县在思

源学校、新区实验小学、第一初中和李
老庄乡中心小学，设立孤儿救助“希望
之家”。经自愿选择，89名困境儿童入
住，衣食住行全免费。老师们用爱心
让孩子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老师们清
楚地记得，刚来时，有的孩子头发乱糟
糟的，生了虱子；有的孩子很久没洗
澡，洗脚洗黑了三盆水；有的孩子不知
道怎么刷牙；有的孩子把新书包、新文
具、新拖鞋放在抽屉里，舍不得用。

李趁，是思源学校的6名生活老师
之一，是照顾孤儿衣食住行的爱心妈
妈。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其他学生离校
了，“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大多留在学校，

她给孩子们做饭，照顾他们看书、打球。
16岁的龚子轩，平时在家里由单

身汉大伯照顾。去年元旦过节回去，
大伯干活没回家，他就啃凉冰冰的干
馒头。返校后，龚子轩说想吃饺子。
尽管很忙，李趁还是和面擀皮，让孩子
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饱饭。“老师，我
再吃一碗中不中？”孩子的简单要求，
让李趁心里酸酸的。

孙自豪介绍，“希望之家”定点学
校实施生活、学习和心理三项帮扶举
措，利用国家资助、社会捐赠、政府兜
底三项资金保障，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力争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②8

（注：文中孩子姓名均为化名）

5月27日，在中国一拖工业园测试场，一批军用型“东方红”大马力轮式拖
拉机正在接受出厂前的测试。近年来，一拖集团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积极开
发用于国防领域的军用型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⑨3 潘炳郁 陶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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