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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征集方式

网络征集。登录河南政
务服务网民生实事专栏
或者扫描二维码提交建
议。

电子邮件。相关建议发
送 到 msss1613@163.
com。

信函邮递。来信地址：郑州
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省
直机关综合办公楼，省发改
委综合处（邮编：450018）;
郑州市经三路 25号，省财政
厅预算局（邮编：450008）。

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
生实事征集”字样。

民生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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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医疗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0月 17日，记
者从郑州市交警支队获悉，郑州交警部门
将在车管所办理的部分车驾管业务权限下
放到市区各交警大队。今后车主补换行车
证和车号牌，不用跑车管所，在各交警大队
便可办理。

据悉，在原有业务基础上，郑州市区各
交警大队增办的机动车业务分别是：小型汽
车、货运汽车抵押及解押登记、变更登记（仅
限变更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补换机动车
行驶证（包含进口车辆），临时机动车号牌的
发放，补领机动车号牌。增办的驾驶证业务
分别是：A1证和A3证驾驶证的补换，驾驶
证延期审验、延期换证、延期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记满12分驾驶人的学习教育。

此外，郑州市所有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均可以办理互联网面签、核发免检标志业
务。群众携带身份证可到就近的机动车登
记服务站窗口进行面签，在工作人员采集
信息审核后，群众通过手机验证便可完成

“网上车管所”实名注册手续，通过“网上车
管所”可以办理多项车驾管业务。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除
“记满 12分驾驶人学习教育”业务正在试
点调试，其他新增的车驾管业务即日起可
以开始办理。③6

本报讯（记者 曹萍）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近日主办的“儿童白血病救治管理
工作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传来消息，《全
国儿童白血病诊疗管理登记系统》将于10
月 20日正式上线，这是我国除传染病登记
制度外的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儿童重大疾病
登记系统。10月 16日，记者采访了河南
省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刘炜。

据悉，月底前全国各定点医院需完成今
年1月以来全部患者信息登记，2019年3月
前完成2015年至 2017年白血病小患者信
息登记，此后将纳入长效管理体系，每半年
一次更新随访结果。“这个登记系统的上线
将有助于搜集关于儿童白血病发病情况、用
药、诊疗费用等方面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
能够为规范儿童白血病诊疗标准提供依据，
优化诊疗方案，提高患者生存率。”刘炜说。

儿童白血病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占到儿童恶性肿瘤的 30%。“但现在完
全不必‘谈虎色变’，儿童白血病是可治愈
的。”刘炜建议，“家长平时要保证孩子饮食
均衡、多做运动，尤其避免家庭装修导致的
环境污染。”③6

郑州市民可在交警队
补换行车证和车号牌

儿童白血病将统一登记管理

本报讯（记者 栾姗）记者 10月 17
日获悉，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持续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省
委、省政府决定明年再实施一批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

据介绍，为拟定好 2019 年民生实
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的
参与度，确保各项实事更加符合民
意、更加富有成效，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向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界征集 2019 年民生实事
建议活动。

民生实事的重点领域是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
题，主要包括交通出行、脱贫攻坚、就业
创业、城乡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救济、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惠民、旅游发展、
健康养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法律援
助、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事
项。按照“尊重民意、普惠共享，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原则，坚持把群众呼声和需求作为决策
的主要依据，根据轻重缓急，重点选取
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需要解决，以

及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的事项。

建议可采取网络征集、电子邮件、
信函邮递的形式提出，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0月 30日。③9

我省征集2019年重点民生实事建议

需要政府解决啥,听你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饮菊花酒、吃重阳糕、赏歌舞、登高台……西峡县
重阳镇的王西芝今年的重阳节过得格外热闹。84岁
的王西芝如今已是四世同堂，尽享天伦之乐，今年她
的家庭还被评为县“最美家庭”，10月 17 日，农历九
月初九重阳节，王西芝在孙子们的搀扶下登上重阳
文化节的舞台，领到了红彤彤的证书和节日礼品，脸
上笑开了花。

当天，西峡县的 13名百岁老人不仅每人领到了
3600元长寿金，还受邀到重阳镇参加重阳文化节。极
富地方特色的民俗舞、戏曲，200名学子齐声颂唱的
《孝亲敬老歌》等演出，让老人们感受到节日的欢乐。

“今天俺也让80岁的老母亲来热闹热闹。”家住重
阳镇上街村的彭拥军用三轮车将老母亲推到了文化节
现场。彭拥军过去身懒地荒，收入很低，对生活缺乏信
心的他把半身不遂的老母亲推给姐姐赡养。2016年，
帮扶责任人乔永久把他“拽”到重阳文化节会，受“重阳
十大孝子”事迹的感染，彭拥军决心振奋精神，让母亲
晚年过上好日子。如今，彭拥军发展了天麻种植、柴鸡
养殖，还在家门口扶贫车间务工，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西峡县是“中国重阳文化之乡”，重阳文化源远流
长，重阳镇拥有重阳寺、重阳湖、登高台、重阳公主传说
等与“重阳”相关的地理标识 20余个，每年的九月初
九，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做菊花枕、戴茱萸
囊等重阳风俗，已流传上千年。如今，连年举办的重阳
文化节更成为当地“传颂家风家训，倡导尊老敬贤，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③5

本报讯（记者 孙欣 王平 通讯
员 刘景澎）10月 17日重阳节，睢县
首届孝善敬老模范表彰大会分别在
县、乡、村三级举行，5500 多名孝善
敬老模范受到表彰。

近年来，睢县深入开展“孝老爱
亲道德模范”“好公婆”“好儿媳”评
选，“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创评等
活动，今年的孝善敬老模范表彰活动
特意定在重阳节当天集中进行。睢
县县委书记吴海燕说：“我们把孝善
敬老工作作为弘扬文明乡风的有力
抓手，为建设活力、富强、宜居、和谐、
幸福新睢县打下坚实基础。”

睢县还探索实施了“每天3元钱”

赡养扶贫工程，设立县、乡、村三级孝
善敬老基金，全县 545个村成立了孝
善敬老理事会。对为困难老人交纳孝
善敬老金的行为，睢县通过财政出资、
发动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进行奖
补，今年以来，睢县已向20267位老人
发放子女交纳的孝善敬老金 4687.3
万元，发放奖补金874.7万元。

睢县出台《孝善敬老活动实施方
案》《家庭孝善基金工作推进实施意
见》，集中评选出一大批重德尚礼、孝
善敬老的先进典型，形成了良好的孝
善敬老社会氛围，开创了“家庭为主
体、子女为主力、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的农村孝善敬老新局面。③5

重阳镇里庆重阳

睢县表彰孝善敬老模范

扫一扫
提建议

我们的节日

10月 17日，是全国第五个扶贫日，恰逢九九重阳节，夏邑县农业广播学校的爱心志愿者为贫困村歧河乡胡坡
楼村的老人开办彩色饺子宴，志愿者带着食品原料，擀面皮、和肉馅、捏饺子，倡导关爱老人、孝敬老人、服务老人之
风。⑨6 苗育才 摄

10月 17日，太康县首届孝善典型表彰暨重阳节文艺
晚会举行，晚会表彰了20位好媳妇、好婆婆、好儿子、好妯
娌、好邻居，传承爱老敬老的美德。⑨6 郜敏 马治卫 摄

10月17日，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医院内，非遗传承人王
凤枝(右)在为老人们制作面塑，当日该院为老人们举办面塑制
作、剪纸等活动，欢度重阳佳节。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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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子耀）10 月 17 日，2018 年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八届“三
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信阳市鸡
公山风景区会场，7300 余名登山旅
游爱好者勇攀高峰。

秋日的鸡公山风光如画、层林尽
染。随着发令枪响，300名竞技组队
员迅速往山上跑去，7000 余名大众
活动组队员也紧随其后，沿着登山古
道，看红日穿云透雾，听溪水滴岩鸣
涧；登顶后极目四望，看蓝天与白云

相伴，豪迈之情油然而生。
本 次 活 动 以“ 全 民 健 身 促 健

康，同心共筑中国梦”“文明河南，
健康中原”为主题，根据参赛人群
不同，分为竞技组与大众活动组，
比赛全程近 10 公里。作为 2018 年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暨河南省
第八届“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分会场之一，鸡公山风景区凭
借优美的自然环境、广泛的群众体
育基础，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健身
爱好者。③5

7000余名登山爱好者勇攀高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10 月 17日上午，博爱县清化镇
街道太子庄村 78岁的村民宋华山与
老伴来到村委会大院，与全村 112名
70岁以上老人共同参加村里举行的
首届爱心长寿宴。

走进村委会大院，十几名女性村
民和面、调馅、擀皮、包饺子，四五名男
性村民在灶台上架起铁锅，倒上水准
备下饺子。老人们一个个胸戴礼花、
笑容满面，七八人围坐一桌唠起了家
常。“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村委会的关
爱，让俺们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宋华山对村党支部书记焦大才说道。

趁煮饺子的间隙，该村对 13 名
“好媳妇”及 4名“好婆婆”进行了表
彰，号召大家学习“好媳妇”孝敬公
婆、尊老爱幼的品格，学习“好婆婆”

任劳任怨、治家有方的品德。
“和这么多老姐妹一起吃饭，很

开心！”临近中午，热腾腾的饺子端上
了餐桌，老人们品尝着可口的饺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两年，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美化了大街小巷，建起了文化广
场，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太
子庄村第一书记王卫军说。

感到幸福的不仅仅是太子庄村
的老人们。当日，博爱县清化镇街道
南朱营村、砖井村等 8个村（街）共计
1000多名老人吃到了爱心饺子。

“爱心长寿宴是清化镇街道推行
‘党群一家亲’工作模式，坚持‘六必
到、六必帮’制度的一部分。此次活动
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增
强了党支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清化
镇街道办事处主任买小春说。③6

长寿宴上话情谊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朱永立 闪雷

10月16日上午，家住滑县的刘海芳
夫妇激动地将一面写着“承工匠精神、做
数控精英”的锦旗送到新乡职业技术学
院院领导手中，表达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原来，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全国
数控大赛中，刘海芳的儿子刘赛阳与
另外一名同学杜华楠分别获得数控加
工中心项目和数铣项目学生组全国第
一名，双双夺冠，也因此创下我省历届
参加此项赛事的最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赛事中，我
省共荣获大小奖项 18项，仅新乡职业
技术学院就占了5项。也就是说，该院
入选河南代表队的5名师生全部获奖。
同时，该院也是本届大赛所有参赛学生

中唯一夺得两项冠军的职业院校。

全国最高级别的数控技能赛事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到底是怎样的
赛事？据介绍，它由人社部、教育部、
科技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联合主办，是全国最高级别
数控技能赛事，2004年首次举办，每两
年举办一届。

本届大赛10月 11日在北京开幕，
为期4天，共设有数控车工、数控铣工、
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
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 5个赛项 14
个竞赛组别，全国 29个省级代表队的
687名选手参加了决赛。在长达一年
多的备赛时间里，各省还分别对选手
进行了层层选拔、培训，优中选优。

“能在众多高手中跻身前几名就

很不容易，没想到拿了两个冠军！”新
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系主任盛艳
君告诉记者，以往这些赛事的一等奖
大多来自发达地区的选手，这些地方
不仅工业企业多，实训基地多，各院校
的设备装备也更为先进。为应对大
赛，弥补自身不足，该院制订了详细的
应赛方案，邀请全国多项大赛专家、教
练来校指导，还带着参赛选手多次到
强省强校比赛交流，收到良好效果。

拿大奖并非偶然

如此高规格的比赛，新乡职业技
术学院为何能包揽两项金奖？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林说，
拿大奖并非偶然。除了学生自身的努
力，还与该校良好的师资、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培养等，有着重要的关系。

2010年，李亚东代表河南省参赛，
荣获第四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控铣
工全国第五名；2016年，苗彬荣获第七
届全国数控大赛制造团队挑战赛全国
第四名，并入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集训团队……走进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室，一个放满学生获奖证书和加
工作品的玻璃展柜引人注目。实训老
师告诉记者，近年来，该院学生在各种
国家级大赛中屡屡摘金夺银、“批发
式”获奖，这儿展示的只是一部分一等
奖，类似的二等奖、三等奖数不胜数。

张林表示，技能大赛是对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成果、教育质量和办学水
平的检验，也是推动职业学校深化教
学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办出职业教育
特色的重要手段。因此，该院自建校
以来就积极参与各项技能赛事，秉承

“以赛促学、以赛促建”的参赛理念，在
多项国家级赛事上收获颇丰。

该院的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和影响力居全省一流、全国领先行列。
在师资方面，有两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一名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即使是普
通实训老师，也得是各专业的技术能手。

凭着良好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
完备的实训设施，以及多次承办技能
大赛的组织能力，去年，央视《中国大
能手》节目组还将该院定为数控组合
主赛场和拍摄基地。

职校生的人生也出彩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职
业教育发展，加强职业培训，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成为近几年的高频词。趁此东
风，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实施“质量立

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主战略，不断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技能教学核
心地位，提升人才培养和招生就业质量，
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技能人才。

2016 年 10 月，全国劳动模范、新
乡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中航工
业新航平原公司高级技师孟祥忠当选
为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是我省首位
兼职省总工会副主席的一线技术工
人；截至目前，该院王俊朝、宁昊、刘珂
等10名毕业生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录用；在新乡本地不少知名企业，首席
技师几乎都出自该院；该院毕业生王
丰彪在工作中多次改进生产工艺，为
企业降低成本几十万元，公司还特意
为其设立了劳模工作室……

从当初的技校生到现在的技能立
身，他们让自己的人生大放异彩。

在 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夺得“双金” 创我省历届参赛最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16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8
年 10月 10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全国各
地旅客乘坐高铁（含动车）至洛阳龙门站，凭
5日内有效车票、持本人身份证件到洛阳市
35家景区旅游，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

据了解，为推进铁路与洛阳景区旅游
深度融合，助力栾川县脱贫，铁路部门与洛
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合作推出“乘高铁、游
洛阳”专项优惠活动。

参与此次“乘高铁、游洛阳”专项优惠
活动的景区共计 35家，包含 5A 级景区 4
家、4A级景区 14家、3A级及以下景区 17
家，例如老君山景区、鸡冠洞景区、龙潭大
峡谷景区、白云山景区等。

游客参与此项活动，需持纸质车票到
景区售票处现场购票（仅凭互联网购票信
息不能参与）。本次活动仅限本人享受，且
不能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在2019年牡丹
文化节期间也不能享受此优惠政策。③8

乘高铁游洛阳

35家景区门票5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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