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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雪娜）通过短视频“晒”发明、在线
请科技专家解决技术难题、第一时间
掌握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记者
11月 22 日获悉，一款由河南科技大
学 张 志 勇 博 士 团 队 自 主 研 发 的
APP——“晒我的”，近日在“科研圈”
广泛传播。

据了解，“晒我的”APP是河南科
技大学多媒体内容安全实验室自主
研发的一个“互联网+科技信息服
务”平台。该平台集科技成果展示、
政策发布、社交于一体，充分利用现
代多媒体和社交网络大数据技术，为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提供
智能化、个性化的专属科技服务，助
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转移转化。

“我国一线科技人员成果存在转
化和对接难；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对
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掌握不及时、不
充分，存在‘盲区’；深度的科技交流
平台尚未建立，科技人员、科技型企
业和行业领域专家的联络沟通不
便。”张志勇介绍，他带领的团队长
期从事社交情境安全研究和社交大
数据分析，也经常为这些问题所困，
于是，他便萌发了开发“晒我的”平台
的想法，希望为企业、科研院所、院
校、行业领域专家及科技爱好者搭建
科技社交的新桥梁。

经过近 3 年的研发，“晒我的”
APP在今年 10月上线试运行。张志
勇表示，下一步，该平台将重点围绕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特
色产业集群，整合具有鲜明特色的优
质科技资源，做好平台推广和应用，
积极服务我省科技型企业和广大科
技人员。③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半年前，对汝州市米庙镇石槽村村
民靳秀群来说，家里来客人上厕所，是
件很尴尬的事。

“那时候是旱厕，又脏又臭，天热时
还蝇虫乱爬，别说人家，咱自己也嫌
弃。”靳秀群说，记得有一次，城里亲戚
来串门，小孩子死活不肯去厕所。而这
种尴尬，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干净的地板、洁白的坐便，“方便”
后轻轻一按，污水直接进入一体化生物
处理设备的厌氧区，洗澡水、厨房污水
等生活污水经过厌氧、好氧、微生物分
解后，变成了干净无异味的循环用水。
11月 21日，靳秀群兴致勃勃地向记者
介绍了她家改造好的“环保厕所”。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汝州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城乡厕所建设
管理水平，一场轰轰烈烈的“厕所革
命”，正从旅游领域扩展到生活全域，从
城市中心扩展到普通乡村。

曼妙的音乐、光洁的地面、青翠的绿
植……在汝州市蔡庄社区一个十字路
口，一座公厕静静伫立。走进公厕，空
调、直饮水机、手机充电站、体重秤等设
备一应俱全。据介绍，在日前举行的中

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年会上，我省6座
公厕获得“2018年度公厕和垃圾分类示
范案例”的殊荣。这6座公厕，全部位于
汝州市，蔡庄公厕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以来，汝州市在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的引领下，出台了“厕所革命”行动
方案，成立了市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协调推进全市厕所建设管理工作。按
照每平方公里3至5座、每300至500米
有一座公厕的标准，该市在城市规划区

内，新规划建设标准化公厕106座。
为了方便群众找公厕，汝州市城市

管理局还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增加了小
程序“找公厕”功能模块，只要打开微
信，就能实现公厕精准定位，十分方便。

此外，2017年以来，汝州市还新建
旅游厕所71座，改建18座。

在市区和旅游景区“厕所革命”全
面展开的同时，去年12月开始，汝州市
又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思路，
把“厕所革命”向基础薄弱的农村延伸。

该市首批选择米庙镇石槽村、关庙
村和大峪镇刘窑村作为试点，市财政投
入200万元，统一为每家每户采购一体
化生物处理设备，并采用以奖代补、投
工投劳等方式，将 3 个试点村涉及的
570户家用厕所全部完成改造，并在每
村建设标准化公厕一座。

今年5月，汝州市将米庙镇作为试
点乡镇整体推进，目前，全镇7766户家
用厕所已改造完成 1500多座，预计今
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从明年开始，我们计划利用两年的
时间，使全市农村厕所改造率突破
80%，通过农村厕所革命，引导农民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习惯，改善人居
环境。”汝州市农办相关负责人说。③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019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倒计时。
11月 22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
年我省报名考生有23.36万人，比去
年增加4.75万人，增幅突破25%，报
考人数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

专家认为，考研人数连年增加
与就业形势有关，也与越来越多的
本科毕业生想继续深造有关。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备受考研学子关注。

记者了解到，郑州大学 2019年
意向招收硕士研究生 6000名(含推
荐免试生)，其中全日制 5400名、非
全日制600名。

河南大学 2019年共有 38个招
生单位、近 200 个专业招收硕士研
究生，预计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2800
人左右、非全日制400人左右。

据悉，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将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举行。③8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1月 22
日上午，作为“体育星球”公益计划
的重点项目之一，全国首个“乡村体
育室”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正
式挂牌。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奥
运冠军邓亚萍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共同为体育室揭牌。

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省妇联主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承办。

记者看到，活动室内有乒乓球
桌、球拍等体育器材，还有专职体育
教师负责带领村民开展体育活动。

活动现场，邓亚萍说：“‘体育星
球’公益计划目的在于推广全民健
身，促进体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我
们希望通过设立‘乡村体育室’这种形
式，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增
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身体素质，
推动群众体育的广泛、深入普及。”

据了解，2017年 11月，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携手邓亚萍，共同发
起“体育星球”公益计划，通过协调
社会资源，广泛募集捐款，让更多孩
子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强健体魄，帮
助他们实现体育梦想。③5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听了各
位好网民的分享，感觉正能量满
满。”11月 22日，郑州市第四十七中
学高二年级的同学对记者说，“我们
也要做网络世界里‘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网民，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环境出一份力。”

当天，由团中央宣传部、中央网
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主办，团
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社评处、共
青团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委员会联
合承办的“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春建
功新时代”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
事分享活动走进郑州市第四十七中
学，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好网民
代表与现场 1000 余名青年学生分
享了自己的“青春网事”。

分享会上，团中央宣传部新媒
体发展处的代表通过近年来共青团
新媒体工作的发展变化，介绍了“团
团”在网上努力引领青年思想、服务
青年成长的故事。其他参会的 5位
青年好网民代表也分别从古风舞蹈
创作、普及历史知识、宣扬爱国精
神、正能量网络文化作品传播和网

上青年思想引领等方面讲述了自己
争做好网民的动人故事。他们的讲
述有趣生动，“干货十足”。同学们
纷纷表示，作为青少年网民，一定要
积极传递健康向上的用网理念，携
手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家园。

广大青少年不仅是信息化发展
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受网络影响最深
的群体，是网络空间建设最重要的力
量。2017年以来，团中央、中央网信
办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青年好网
民”优秀故事征集评选。11月23日，
分享团还将在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
院举行在豫期间第二场分享会。③8

“厕所革命”扩展到全域

汝州百姓“方便”更方便
晒晒我的“科研圈”

我省高校自主研发APP
搭建科技社交新桥梁

全国首个“乡村体育室”
在兰考挂牌

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分享团走进河南

6位代表分享“青春网事”

23.36 万人

我省考研人数创新高

作为青少年网民，一定要
积极传递健康向上的用
网理念，携手建设风清气
正的网络家园。

小麦最低收购价下调

11 月 17日，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公
布 201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综合考虑
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
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2019 年生产
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 50公斤
112元，折合1.12元/斤，比2018年每斤
下调0.03元。

据了解，从 2006年开始，我国小麦
最低收购价持续上涨。2018年小麦最
低收购价出现了我国小麦托市政策实施
以来的首次下调，三等小麦每斤比2017
年下调0.03元，为1.15元/斤。

业内人士分析，国家下调小麦最低
收购价，是希望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引导粮食供
给结构优化。

小麦收购“减”“活”“稳”

我省夏粮集中收购于 10 月结束。
省粮食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收购呈现
三个特点：“减”，即数量减，夏粮收购量
同比减少2000余万吨；“活”，即购销活，
市场化收购代替政策性收购成为收购主
力，收购数量占到总收购量的九成以上，
比上年提高了30%；“稳”，即价格稳，整
个集中收购期内，小麦收购价格比较平
稳，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该局相关部门分析，10 月 17 日，
2017 年最低收购价小麦启动拍卖后，
较高的销售底价提升了市场对小麦价
格的预期，10月下旬国内麦价整体呈稳
中上涨趋势。截至 10月 29日，我省普
通小麦原粮进厂均价为 2429元/吨，与
前期相比略有上涨。

小麦后市保持平稳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国家下调小麦
最低收购价，目的是完善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推动由政策性收储为主向政府
引导下市场化收购为主转变，从效果上
看，这个变化是明显的。

此外，目前市场化购销贸易主体增
加，有仓有钱，粮食购销业务稳定。部分
小麦质量有所下降影响上市数量。有农
户直接将小麦用于自家或周边家庭养殖
使用，这部分小麦没有进入市场流通。
这些因素叠加，可以预计，后期小麦市场
将保持平稳运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平顶山种粮大户刘振江说，降低三
等小麦最低收购价凸显了国家调整粮
食种植结构的意图，他将继续扩大优质
小麦的种植数量。③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1月 22
日 ，记 者 从 省 招 办 获 悉 ，河 南 省
2018 年成人高招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确定，12月 3日至 11日将进行
录取。

成人高招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分别为：专科起点升本科：文史中医
类 160分(其中中医类 140分)、艺术
类 100 分、理工类 100 分、经管类
100分、法学类145分、教育学类150
分、农学类100分、医学类120分；高
中起点升本科：文史类 170分、理工

类 150分；高中起点升专科：文史类
130分、理工类130分；高中起点本、
专科体育类和艺术类录取文化课最
低控制分数线按相应文、理科类的
70%划定。体育类、艺术类专业加试
合格线为50分。

按照安排，我省成人高招录取
工作将于 12 月 3 日至 11 日进行。
原报考志愿网上集中录取完成后，
省招办将汇总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
校和专业情况，向社会公布，供上线
落选考生填报征集志愿。③5

引导粮食供给结构优化，小麦最低收购价调低

小麦后市走势看好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杨春旺

立冬之后冷飕飕，大棚育苗“热腾
腾”。“今年温室育苗 4万多棵，费用满
打满算2万多元，要是买人家的得4万
多元。”11月 20日，内黄县东庄镇南流
河村村民桑平军今年刚开始育苗，就
已尝到“节本增效”的甜头。

内黄是我省瓜菜种植大县，全县
108万亩耕地，蔬菜种植面积60万亩，
年产量 350 多万吨，被誉为蔬菜之

乡。如何提高瓜菜种植效益？从这两
年开始，该县多个乡镇从育苗入手实
现增收增效。

张龙乡田达村村民林新玉流转土
地 100 多亩，发展高效大棚瓜菜。他
说，通过学习育苗技术，自己育出的
苗壮易成活，瓜菜长得快上市早，能提
前 5至 7天销售。“提前上市的西瓜一
斤卖到两块多，甜瓜、羊角酥、豆角一
斤都卖到四块钱左右。”精明的林新玉
说起增收致富头头是道。

眼下，内黄县东庄镇、马上乡、张龙

乡等常年种植瓜菜的乡镇，呈现出一派
忙碌的育苗景象。东庄镇南流河村兰
秀云家投入 4700 多元建成了能育
25000棵瓜菜苗的温室。城关镇真武
庙村李学军建起了能育 32000多棵苗
的温室育西红柿苗，发展高效大棚瓜菜
10亩……

内黄县蔬菜服务中心主任刘海滨
说：“尝到甜头的农民，建温室大棚育
苗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目前全县
温室大棚育苗面积 970 亩，可移栽种
植瓜菜7万多亩。”③5

冬日冷飕飕 育苗“热腾腾”

是河南科技大学
多媒体内容安全
实验室自主研发
的 一 个“互 联
网+科技信息服
务”平台

“晒我的”
APP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教育信息速递

专升本最低控制分数线出炉

11月 19日，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宏运养殖合作社社员正在养殖示范
基地喂养樱桃肉鸭。今年春，该合作社投资 350多万元建起樱桃肉鸭标
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年养殖 40余万只，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⑨6 谢万柏 摄

11月 22日,平顶山市卫东区“阳光童画·尚美”第二届美术特色教育成果展开幕，剪纸、葫芦艺术、篆刻、国画等700多件儿童作品均采用废旧物品和日常用品包装
制作，体现了“传统文化”“创新”“环保”等理念。⑨6 马睿 摄

填报时间：12月 10日

登录网址：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heao.gov.cn）

登录“河南省成人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集志愿

填报征集志愿提醒

汝州市街头造型各异的公共厕所
方便了群众生活。②43 张军平 摄

继2018年小麦最低收

购价下调后，国家发改委宣

布2019年小麦（三等）最低

收购价每斤下调 0.03 元。

这次下调将会对小麦后市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1月

22 日，记者就

此采访了

有关部门

和业内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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