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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红）7月 5日上午，河南手机报联
合三门峡日报社创办的河南手机报
三门峡版（统付版）正式上线，这是今
年省市党报共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的又一佳讯。至此，河南手机报成功
创办第99家统付分刊、第4家地市统
付分刊。

河南手机报作为移动媒体上的
党报，已经成为影响河南的主流“大
报”，并初步构建起省市县三级传播
体系。河南手机报三门峡版的成功

上线，将发挥手机媒体即时高效、受
众广泛、投放精准的特点，第一时间
将三门峡党委政府的权威声音、重大
决策部署精准、快速地传达到基层党
员干部“掌心”，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
论阵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上线仪式上，省网信办、三门峡
市委市政府、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的领导共同启动了“河南手机报三
门峡版”开通水晶球。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三门峡日报社等媒体负责人参
加了启动仪式。③3

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
督我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促进全省
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履职尽责，更好地
宣传脱贫攻坚政策，畅通贫困群众利
益诉求渠道，现将全省扶贫系统咨询
监督服务电话、电子邮箱、信访手机
号等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

一、可通过咨询监督服务电话进

行政策咨询、工作监督、问题举报，电话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3:00-6:00。

二、非工作时间请发送电子邮件
或信访手机短信。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7月5日

河南手机报三门峡版上线

我们是在对心血管疾病的
共同战斗中，结下的战友
关系，兄弟关系。

高传玉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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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 7月 5日，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
访举报件共 38批 5477件。其中，
郑州 1380 件，已核查办理 1087
件；开封 160 件，已核查办理 118
件；洛阳 507 件，已核查办理 363
件；平顶山224件，已核查办理159
件；安阳 302 件，已核查办理 215
件；鹤壁103件，已核查办理73件；
新乡 311 件，已核查办理 209 件；
焦作 250 件，已核查办理 180 件；
濮阳 139 件，已核查办理 105 件；
许昌 188 件，已核查办理 137 件；
漯河79件，已核查办理54件；三门
峡 136 件，已核查办理 102 件；南
阳 516 件，已核查办理 296 件；商
丘 125件，已核查办理 95件；信阳
261 件，已核查办理 205 件；周口

121件，已核查办理 78件；驻马店
200 件，已核查办理 140 件；济源
115件，已核查办理 89件；巩义 89
件，已核查办理 70件；兰考 13件，
已核查办理11件；汝州63件，已核
查办理46件；滑县32件，已核查办
理25件；长垣县14件，已核查办理
10 件；邓州 51 件，已核查办理 45
件；永城市 14 件，已核查办理 10
件；固始 46件，已核查办理 34件；
鹿邑 12件，已核查办理 8件；新蔡
11件，已核查办理10件；航空港区
15件，已核查办理12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 30批信
访举报件总计 3986 件，经各级联
审、案卷规范，并通过现场核查的
有3237件。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7月 5日）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通讯
员 王雪娜）在日前结束的我国首轮农业
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中，由中国一拖设
计研发的无人驾驶拖拉机成功进行了田
间作业演示，并成为唯一实现全过程无
人作业、完成全部测试要求的机型。

“从自动启动、操作农具、倒车入线，
到动态障碍自动避让、固定障碍自动绕
障等演示，东方红 LF1104S-C无人驾
驶拖拉机仅用10分钟，而且耕作误差控
制在了2.5厘米以内。”7月 5日，在洛阳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记者采访了项
目负责人、中国一拖技术中心整机智控
开发室科长陈松，他向记者描述了当时
演示的场景。

6月份在江苏省兴化市进行的这场
试验，被称为“国内无人农机技术最高级
别竞技”。在试验启动当天，全国 15支
以农机企业为主、科研院所等单位协作
的无人农机团队，进行了包括拖拉机、插
秧机及收割机等在内的无人农机作业演
示。

专家介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
农业人口减少，智能“机器换人”的需求
日趋强烈。无人驾驶的拖拉机不仅可以
节省人力，还可以实现精准作业，提高生
产力。

作为我国农机装备的龙头企业，中
国一拖早在 2016年就发布了国内首台
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拖拉机。此次展
示的是应用于水田环境的第二代无人驾
驶拖拉机。该机器在对标国际先进作业
模式和技术趋势的基础上，实现耕、种、
管、收、储、运等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和
网联化。

“我们根据不同的作业环境，对无人
驾驶拖拉机进行轨道预设，在‘东方红’
机顶安装红外线雷达探头，融合北斗高
精准定位技术，全景式观测作业环境，有
效规避障碍物及突发情况；同时，通过远
程遥控器人工实时干预，全方位保证车
辆行驶安全。”陈松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第一
拖拉机制造厂，是国家“一五”时期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已形成以农
业机械为核心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
团，是我国农机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

今年2月，由中国一拖集团牵头，联
合多家科研机构共同组建的河南省智能
农机创新中心在洛阳挂牌成立，并聘请
了 4位院士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将在农
机自动驾驶、农机大数据采集、新能源农
机装备等方面进行研发。该中心也成为
目前国内农机装备领域唯一经认定的创
新中心，有望带动我省农业装备技术创
新、智能化制造领跑行业。

“广袤的田野上空无一人却热闹非
凡，因为这里分布着正在犁地的四五台
没有驾驶员的红色拖拉机。马达的轰鸣
声中，他们就像有生命一样，保持着匀速
前行，有的轻巧地躲过了一个机井，有的
到了地头正在平稳掉头转弯……”也许
若干年后，这个场景很快就在我国变成
现实。

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通过开发手机操作终端、全景技术和
智能农业作业系统，结合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升级，加快无人农机开
发进程，农民有望足不出户操作管理“无
人农场”。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机器
人 组 成 的“ 不 会 流 汗 ”的 生 产 车
间、搭载着人工智能系统的新能
源汽车……眼下，智能制造已然成
为许昌制造业令人瞩目的亮点。
到 2020 年，许昌市的智能制造将
更 上 一 层 楼 ，新 增 工 业 机 器 人
3000台。

7月 5日，记者从许昌市工信委
获悉，根据日前出台的《许昌市智能
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到 2020 年,
许昌市将构建智能制造成为主流、
工业互联网广泛覆盖的制造业发
展格局——建成 70 条智能化示范
生产线、20个智能车间、10个智能
工厂、1 个智能化示范园区；打造
10个智能制造标杆项目，力争生产
效率提高 3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
30%。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 70%，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超过 50%。

根 据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通过实施“设备换芯、机器换
人、生产换线”工程，许昌市将新增
使用工业机器人 3000 台，重点企
业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

到 200 台，关键工序核心装备数控
化率超过 80%，每年培育省级以上
首台 (套)产品 5 个、省级新产品 5
个、单项冠军企业 1家和单项冠军
产品 2个。③5

3000台工业机器人
两年内“加盟”许昌

“东方红”无人拖拉机进行田间作业试验。②33 陈松 摄

7 月 5 日，河南森源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内，工业机
器人正在全自动生产输配电设
备。近年来，该公司将世界先进机
器人技术集成创新，建成了 60 多
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成为国际一
流、国内产能最大的现代化输配电
设备研发和制造基地。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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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宜鹏 曹萍

一个温文儒雅，一个直率爽朗。
儒雅者，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内

科主治医生高传玉，首批“中国好医
生”河南唯一上榜医生；爽朗者，河南
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治医生程兆
云，第六届“金刀奖”（中国医师协会心
血管外科优秀医师奖）得主。

两人是我省心血管病领域的领军
人物，开创了我省该领域多项手术的
先河；从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心外科的
青年医生，到心内科、心外科主任，再
到“国字号”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的副院长，两人携手共进的经历，印证
了我省心血管病治疗从落后到全国前
列的历程。

从心脏病学科到心血管
病医院

1997年，高传玉和程兆云作为初
出茅庐的青年医生，被省人民医院派
送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圣·文森
特医院进修3年，自此展开了两人长达
20多年的互帮互助之路。

学成归来后，高传玉成功实施了
河南第一例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独
立完成的冠状动脉直接支架术。

2000年，程兆云独立完成了全省
首例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术。此前，这
种手术在省人民医院每年不超过 10
例，而且都是外请的专家团队来做。
当时医院里 43位专家讨论，只有两个

半人支持时年36岁的程兆云主刀。“我
当时也年轻，讨论时只能算半个人。
但程兆云在澳大利亚全程参与过几百
例搭桥手术，我了解他，当然也支持
他。”高传玉回忆道。

手术后的监护期内，程兆云在监
护室里一周没有出来过。监护室外，
院领导和高传玉也整整陪伴了一周。

此后，高传玉和他的团队开展了
心脏辅助循环支持下的抢救性冠状动
脉成形术等多项国际上先进的介入治
疗手术。程兆云和他的团队用一把手
术刀开创了用“动脉”搭桥等诸多河南
第一。正是在两人以及同事们的努力
下，我省心脏介入与搭桥诊疗数量与
质量后来居上，双双位列全国前三。

同时，省人民医院的心脏病学科

也快速发展，2012年该院整合心内、心
外两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整体迁入
新建病房楼，成立河南省心血管病医
院，成为省人民医院“院中院”。2017
年，河南省心血管病医院跃升为“国字
号”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
血管中心华中分中心。

事业在发展，高传玉和程兆云的
互帮互助也越来越紧密。程兆云说，
他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七成
以上是与高传玉合作完成；心脏外科
在完成搭桥手术 200例、800例、2000
例等重大节点上，都要邀请高传玉的
团队一起座谈总结。高传玉说：“我们
是在对心血管疾病的共同战斗中，结
下的战友关系，兄弟关系。”

从两个人的“约会”到遍
及全省的“网络学院”

从 1999 年起，高传玉和程兆云

每周有个“雷打不动的约会”，时间是
每周二早晨 7 时至 8 时。 19 年来，

“约会”的时间没有改变，但广度和深
度在延伸推广。

最初，程兆云到内科病区与高传
玉碰头，两人就在病区随便找个角落
聊病例、聊手术，相互探讨。两人的
重要手术大多是深度交流后的结晶。

后来，两人分别任心内科、心外
科主任，两个人的“约会”逐渐扩大为
两个科室医生参与的“聚会”，大伙儿
各抒己见，对重大手术和疑难病例充
分讨论。省人民医院心内、心外两科
齐头并进、连创佳绩的背后，受益于
这种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氛围良
多。

现在，两人同任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的副院长，业务繁忙，但每周
二的“约会”依然雷打不动，只是借助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通过电子屏幕与
远程会诊系统，“约会”的范围扩大到
涵盖全省一百多家市、县医院，“约
会”的次数每周又增加了一次，周三
的下午 5时至 6时。

程兆云说，这样的定期讨论，对
行业内医生的业务提高来说意义重
大；对病人来说，不用东奔西走，就可
以得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医生的“会
诊”。

高传玉则期望，从单纯的心血管
病治疗向前期预防着力，遍及全省的

“网络学院”承载着传递这个理念的
功能，先行业内然后逐步扩大到病人
最后普及到广大群众。③5

两位领军人 一对好搭档

基层亮点连连看

“汗滴禾下土”
有望成历史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有
关部门按照立行立改、边查边改的
要求，全面开展案件核查。7 月 5
日，第 26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
头看”交办案件结果公布。本批案
件涉及南阳、信阳、许昌、三门峡、平
顶山、漯河、洛阳、郑州、周口、开封、
商丘、汝州、新蔡、兰考等地的 65件
举报案件。此次公布结果具体到每
个案件的反映情况、调查核实情况、
处 理 及 整 改 情 况、问 责 情 况 等 方

面 。 具 体 情 况 已 在 省 政 府 网 站
（http://www.henan.gov.cn/）、省
环 保 厅 网 站（http://www.hnep.
gov.cn/）公布，也可扫描二维码查
看。③5 （本报记者）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第26批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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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东方红”无人拖拉机实现田间全程无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