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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薇
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负责人

以前办理分支机构注
销时，需要原发证机
关开具这一证明，现
在 改 成 了‘ 网 络 核
验’，工作人员通过工
商系统内部办公平
台，就能调取企业信
息作出证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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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本报记者 孙静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正式取消186项省
级各类证明事项，以“减证”促“便民”。经了解，其中有
8项内容涉及商事登记、外商投资等，这些证明的取消
将为创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7月4日，
记者来到省工商局办事大厅进行了采访。

“目前，通知所涉及工商系统的8项证明已按照要
求全部取消，保留下来的也作出公示。”省工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利用该局官方网站、热线电话提醒
及在办事窗口张贴通知等方式，已广泛告知办事人员。

在综合服务窗口，金水区的王女士正在办理分公
司的注销手续。“我们
计划在7月份把南阳
的三个分公司注销
后，整合成为一个旗
舰公司。之前听说
还需要到南阳的工
商所开证明，我正发
愁，现在取消了，真是
为我们企业省大事
了。”王女士说。

“王女士提到的
证明，是‘分支机构注
销证明’。以前办理
分支机构注销时，需
要原发证机关开具
这一证明，现在改成
了‘网络核验’，工作
人员通过工商系统
内部办公平台，就能
调取企业信息作出

证明。”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负责人靳薇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同时取消的“相关变更登记事项证

明”“市场主体变更股东或发起人名称证明”等证明，也
是将纸质证明取消，改成了“网络核验”，这让企业开展
正常的变更、注销、退出等手续变得更加容易。

在大厅一角，专门负责外商投资咨询介绍的工作
人员小郭，刚刚送走了来办事的秦先生，“秦先生是加
拿大一位投资商的委托代理人，他来咨询外商在河南
办公司都需要什么证明，我特意提醒他，‘外国投资者
的主体资格证明’现在不用提供了。”小郭说。

此前，外商在办理投资企业注册、变更登记时，均需
提交“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开具单位是投资者
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办理这项证明不但费用高，时间还
很长，往往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办下来。无论是对投资者
还是外资引进方来说，都是不利因素。”小郭介绍说。

这项证明被取消后，改为凭投资人现有证照办理。
这就意味着，只要投资人出具护照，且护照上有在中国
出入境的签证记录，就能办理企业注册、变更等手续了。

另据了解，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合法开业证明和
资信证明”“合法开业证明”等，也将由投资者所在国公
证机构出具证明，改为“凭现有证照办理”。

业内人士认为，多个证明的取消，将进一步降低
企业正常运营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为投资者营造
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激发“双创”热情，并吸引更多
外资落地。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月 4日的雨终于给大家
带来一点凉爽。据省气象台预报，5日到7日我省还
将出现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
友，农田要加强管理，谨防高温高湿带来的病虫害。

5日到7日豫南地区将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部
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可达 50~
80毫米，部分地区100~150毫米，局地200毫米。

省气象台专家介绍，这次强降水范围广，豫南地
区持续时间长，需关注可能由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
涝、道路积水、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引发的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公众应做好雷电、雷暴大风、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注意出行安全。

目前我省夏玉米处于拔节期，棉花处于现蕾期，
烟草处于团棵期，水稻处于分蘖期。此次降水可能
加剧农田偏湿状况，造成低洼地段土壤积水，降水量
过大的地区还易导致土壤脱肥，对大秋作物旺盛生
长和根系正常呼吸不利。

专家建议，夏玉米进入拔节期后，对水肥的需求
逐渐旺盛，降水量过大的地区应在墒情转好后及时追
施复合肥；棉花注意整枝打叶，增加田间通风透光，可
配合墒情提前增施花铃肥，力争多坐伏前桃。同时，
高温高湿条件为玉米螟、叶斑病等病虫害发病浸染提
供了条件，并易导致田间杂草蔓延消耗地力，各地要
加强雨后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工作。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考生填报志愿难，压线考生填报志愿难
上加难，更加纠结。压线考生的志愿该咋填
报？7月 4日，记者请省内高校招生负责人为
考生和家长支招。

我省高招目前处于一本、二本志愿填报
阶段，一本、二本均实行平行志愿。平行志愿

“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报考方法，考生
和家长已不陌生。但对于高出一本线分数不
多、甚至只高出一本线五六分的考生来说，该
怎么去“冲、稳、保”呢？

河南大学招办副主任田歧立建议，
家庭条件不错或者将来有

出国深造意向的一本压线考生，可以选择报考
省内外重点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类专业，“这
类专业收费标准相对高一些，但这些专业的实
力、师资力量、就业形势并不比普通专业差。”

实际上，也有一本压线考生不愿意上普
通一本院校的普通专业，更愿意选择一个二
本院校的好专业。田歧立提醒这些选择“专
业优先”的考生，一些很有特色的二本院校或
优势专业的分数会接近甚至超过一本线，所
以考生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要通盘考虑。

对于刚过二本线的考生，田歧立建议他
们重点考虑普通公办院校和民办、独立院校
中较高收费的学校。此外，也可以考虑东北
三省、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的高校。

“压线考生不仅要填报好本批次的志愿，
更要认真填报好下个批次的志愿。”田歧立
说，一本、二本压线考生或者过线分数较少
（10分以内）的考生，很有可能不被所在批次
的高校录取，所以要认真填报好下个批次的
志愿，防止出现本批次落档而下个批次又未

填报志愿的被动局面。
田岐立提醒考生不

要太任性，特别是分数
不够高时，最好同意专
业调剂。他说，即使被
调剂录取到其他专业，
入校后还有调整专业、

选修第二学位等机会，将来考取研究生时也
可以改变专业方向。另外，今年不少高校按
照大类招生，报考时不用选定具体专业，入校
后经过一年以上的通识课程学习再理性选择
具体专业，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4日，记者
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 6月 30日，今
年上半年全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已全部发放到位，享受两项补贴的有
161.7 万多人，共发放补贴资金 7 亿多
元。

据悉，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对象
主要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
有我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主要补助
其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我省户籍，持
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
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主要补助其因
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

按照相关规定，我省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均不低于每人每月60元，并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残疾人生活保障需
求、长期照护需求统筹确定和适时调
整。目前，郑州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为每人每月 12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为每人每月 100元；固始县残疾人两
项补贴均为每人每月80元；平顶山低保
家庭中 16 岁至 60 岁的肢体、视力、智
力、精神残疾护理补贴为每人每月 100
元；其他地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均为每人
每月60元。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向户籍所在
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服务
窗口申请。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村民（居
民）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可代为办理申
请事宜。③3

云端急诊3.8秒出结果

7月 4日，记者在省立眼科医院体验了一
把“嵩岳”医生的问诊流程：门诊大夫询问了
记者的姓名、手机号码等资料并输入电脑，然
后给记者拍摄眼底影像；之后，记者走到门诊
室外的机器人医生面前，输入手机号码或刷
一下身份证，就可在它身上的大屏幕看到诊
断结果，再打印成彩色报告……全程仅用了
大约5分钟。

“医生收集上传患者个人信息和眼底
照片资料后，只需 3.8秒，云端人工智能
诊断系统就可以得出结果。患者看到
的机器人其实是一个信息终端，它可以
为患者出示五个级别的诊断结果，并
指导患者下一步就诊步骤，这样就节
省了大量的诊断时间。”省眼科研究
所副所长雷博向记者揭开了这次快
速诊断的“秘密”，“我们做过对比验
证，一般三甲医院眼科医生的诊断
正确率为 80%左右，机器人医生不
仅速度快，其诊断正确率也在90%
以上。”

快而精准的诊断，得益于新
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雷博介
绍，在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我省先后启动了河南省眼科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河南省立
眼科医院影像与人工智能研发平
台建设。省人民医院金学民教
授团队与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
院、北京致远慧图科技有限公司

经过努力，于 2017 年底联合研发

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并
进一步研发出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
能机器人医生。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这一成果可望帮助解决我国基层医疗机
构眼科医生短缺和相应诊断技术不足的问题，
对我省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省科技厅社
发处处长张芳告诉记者。据了解，我省约有
300余万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但仅有
1400余位眼科医生，眼科医疗资源的缺乏，导
致60%以上的患者从未进行过眼科检查。

“对大部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进行及
时治疗可以控制病情发展，但以往患者大都在
视力严重下降时才来就医，常常导致不可逆的
失明。”省立眼科医院副院长金学民说，这一现
象在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尤为普遍，“这项新技
术有望帮助我省大约180万名患者留住光明。”

“嵩岳”医生的问世，将大幅度提高人工
智能诊断系统的可及化和普惠化。“人工智能
可以解决最关键的早期诊断医疗资源不足问
题，普通医护人员经过培训均可胜任收集患
者信息和影像资料等环节的工作，‘嵩岳’医
生则解决了与患者的交互环节问题。”雷博介
绍，这使利用互联网将该技术下沉至基层医
院、社区和贫困地区成为可能。

新技术也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过去
患者到眼科就诊，一套基础诊断程序走下来
要花费200多元。现在的人工智能诊断方法
省去了多个环节，整体算下来只需 80多元。”
张芳表示，该成果将争取获得医保和物价方
面的政策支持，推动科技扶贫，使百姓获得更
多实惠。③8（图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生）

本报讯（记者 谭勇）7月3日下午，记
者从河南省食品小作坊治理工作现场会
上获悉，从7月份开始，我省各地开展食品
小作坊集中整治，11月底前完成食品小
作坊的清查和登记发证工作，消除无证
生产经营问题，不符合条件的坚决取缔。

食品小作坊是食品安全特别是食品
生产监管领域的软肋和短板，存在小、散、
乱、差等问题，从业人员大多知识水平不
高，生产设施和设备简陋，食品安全隐患
较大。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决定了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食品小作坊仍将存
在，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消费群体的需
求。

截至目前，全省共摸排小作坊10815
户，完成登记1987户，正在办理784户。
这次登记发证程序力求简便，切实落实

“放管服”要求。基层监管部门提前介入、
登门服务，指导帮助小作坊进行改造，达
到申证和技术规范要求。同时，简化材
料、优化程序、网上申办、压缩时限，方便
群众办证，让群众少跑腿。受理机构为申
领登记证提供便利条件，认真审核申请信
息，对符合要求的食品小作坊及时发放登
记证，并建立一户一档的监管档案。③5

省工商系统取消8种证明

凭护照也能
注册公司

强降水将持续到7日

大秋作物生长将受影响

无证食品小作坊
政府“帮”你来改造

残疾人朋友

上半年的补贴
开始申领了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生“坐堂问诊”

5分钟诊断 正确率比医生高

民生速递

“压线”考生志愿填报

如何“冲稳保”专家来支招

进入 7月，郑州迎来首场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图为在雨中穿行的学生。②46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贺志泉 摄

7月 4日，郑州市的李悦功和李冰同时在省肿瘤医院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我省非血缘关系造
血干细胞捐献第684例、第685例成功捐献者。他们捐献的“生命种子”将分别帮助一位3岁的孩子和
一位25岁患者重燃生命希望。我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自2003年成立以来，目前已有
捐献者资料12.04万人，捐献总人数连续5年位居全国之首。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尹江勇 王平

过去耗费一上午时间还不一定

做完的眼科诊断，现在最快5分钟就

能拿到结果，准确率在 90%以上。

国际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

能机器人医生——“嵩

岳”医生，目前已在河南

省人民医院的省立眼科

医院（省眼科研究所）

“坐堂问诊”。依靠

前沿科技的引领，我

省300余万名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患者极度缺乏医

疗资源的窘境，有望得到

一定程度改变。

田歧立
河南大学招办副主任

考生不要太任性，特别是
分数不够高时，最好同意
专业调剂。

漫画/王伟宾

张芳
省科技厅社发处处长

过去一套基础诊断程
序走下来要花费 200
多元。现在的人工智
能诊断整体算下来
只需80多元。

“生命种子”
送上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