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5日，郑州迎来今冬首场降雪。图为在科学大道旁的一处公园内，一座小鹿雕塑静立雪中。②7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贺志泉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我省多
地迎来雨雪天气，12月 5日，省公安
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雨雪天气出行

“安全宝典”。高速警方提醒，第一
场雪会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刚下
雪的时候，高速公路桥梁、涵洞、立
交桥匝道的路面因不接地温，极易
形成一层冰雪薄膜，会引发车辆侧
滑事故。

为有效应对冰雪恶劣天气，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启动冰雪天气
保通措施，联合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单位，对易冻、易堵、易发生交通事
故的关键交通点段，以及高速公路
沿线坡道、高地、桥梁、涵洞等重要
节点提前囤积融雪除冰物资，一旦
发生路面结冰情况，立即采取撒盐
除冰等应急措施。

高速警方提醒，冰雪天气行车，
容易发生侧滑、翻车、擦刮相撞和追

尾交通事故。雪天驾车时一定要降
低车速，切记不要急刹车急加速；加
大行车间距，雪天行车间距应为干
燥路面的 2至 3倍以上，不要超车、
急转弯和紧急制动；在冰雪弯道或
坡道上行驶时，提前减速，一气儿通
过，避免途中变速、停车或熄火；路
面结冰时，应将车辆立即驶到服务
区或停车区，及时安装轮胎防滑链
或换用雪地轮胎。③5

出行前，请阅读这份“安全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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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通讯员 刘劲松）自助挂号就诊、诊间支
付、居民健康信息和诊疗信息储存……12月 5
日，一位市民在濮阳市人民医院注册办理了电
子健康卡就诊后说：“这张卡全国所有医疗机构
通用，方便的还是咱老百姓。”

记者从濮阳市卫生计生委获悉，近日，濮阳
在全省率先启用居民电子健康卡。该卡由国家
卫健委统一规划建设，连接了电子健康档案、电
子病历数据库，分别建有国家、省级、市级电子
健康卡管理平台，主要用于居民在医疗卫生服
务活动中身份识别、基础健康信息存储、跨地区
和跨机构就医和费用结算等，可以为居民提供
医院就诊分诊、全科医生签约、慢病管理、远程
医疗协助、健康信息查询等多种健康服务应用。

“电子健康卡可以记录一个人生命周期的
所有医疗信息，就像是居民的‘健康身份证’。”
濮阳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卡不仅
解决了医疗卫生机构一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
相通等问题，还与新型金融支付方式相结合，为
居民提供多种健康金融协同惠民服务。

目前，濮阳市居民可以通过关注健康濮阳、
豫保通和濮阳市各医院微信公众号（目前只有
濮阳市人民医院和濮阳县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
可以申领）通过实名制注册认证后，领取电子健
康卡，也可凭身份证在医院自助终端、医院人工
服务窗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处领取。③6

上图：12月 5日，沁阳迎来今冬首场雪。在 110千伏沁阳变
电站，工作人员对 10千伏‖段电容器刀闸进行更换。⑨3 李海
洲 摄

左图：12月 5日，市民冒雪出行。当日许昌市迎来入冬后首
场降雪。⑨3 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12 月 5日，记者从省
民政厅了解到，我省近日出台社会救助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住房救助等社会救助时，先要由民政、教
育、公安等14部门联合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
况进行全方位的“跨界核对”，获得通过后才能
享受相关救助政策。

居民到街道办事处申请低保救助时，承诺
授权政府救助部门对其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
实。接受核实的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为核对对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配
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下学历教
育的成年子女；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
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核对内容涵盖了影响认定社会救助对象
特别是低保对象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核对对象
的家庭人口及户籍情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状况是否与申请一致，申请社会救助对象是否
符合救助项目标准要求等。

“根据核对对象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精
准查询出当事人的房产、车辆等方面的信
息。”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多部门联合
的信息核对系统，有效提高了救助对象认定
的准确率。申请能否通过，完全由客观数据
说话。

目前，全省所有县（市、区）均开展了低保
申请信息核对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受
委托核对低保信息 351 万人次、223 万户次，
检出不符合低保条件 9.3 万人次、5.1 万户
次。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2月
5 日起，全省大部分区域受东南
风、东北风及降水影响，持续多天
的雾霾污染逐步消除，空气质量
转好，我省部分地区解除了重污
染天气预警。

为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尽
量减少应急减排措施对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根据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规定，省污染防治攻
坚办研究决定，各地于 12月 6日
上午 8 时可解除预警，同时要加
强会商研判，做好下一轮重污染
天气预警管控准备。

截至 12月 5日 19时，已有多
地宣布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其
中，郑州、周口在 5日宣布解除重
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开封、洛阳、
平顶山、鹤壁、新乡、焦作、许昌、
三门峡、南阳、济源宣布于12月 6
日 8 时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此外，安阳决定于 12月 6日
0时把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从橙

色降为黄色。
省环境监测中心、省气象台

联合发布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预
报：受南下冷空气影响，12月 6日
至8日，全省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提示各地
密切关注天气和污染形势变化，
特别关注近期寒流可能带来的天
气变化。为减轻沙尘和PM2.5混
合型污染的程度，尽可能改善空
气质量，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
各地继续加大工业和机动车污染
排放管控力度，以及城乡接合部
和县区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尤其
注意加大对 6日至 7日大风扬尘
污染的防控力度。③5

我省出台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办法

一人吃低保 全家验收入

濮阳居民有了“健康身份证”
挂号看病将实现全国“一卡通”

初雪至 雾霾散
我省多地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

受南下冷空气影

响，12月 6日至 8日，全

省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 推进人才培养高质量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于兆国 王靖

近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与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共建了智慧水
文协同创新中心，按照“河南需求、国
内一流”的要求，以人才培养质量和创
新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为目标，以体制
改革和平台构建为重点，集聚优势资
源，开展协同创新，推进学校与行业、
企业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近年来，
该校坚持走产教融合、产学相长的办
学之路，从“对接产业、服务产业”向

“提升产业、引领产业”转型。将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放在首位，注重实
践教学，坚持特色发展，不断推进人才
培养创新发展。

一、对接产业需求，服务
区域经济

黄河水院密切关注中原经济区的
产业结构调整，以区域内的产业结构
发展带动学院的专业结构调整，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根
据河南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学校与中
信重工、郑州富士康等企业深度融合，
开展订单式联合培养，输送了大批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的快速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与南水北调中线
局按照“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合认

证、联合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
定向培养，为国家重点工程输送了大
量技术技能人才，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河南段的建设与管理作出了积极贡
献。学校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技术服
务，完成了安阳、南阳、开封、洛阳等多
地的测绘生产项目，承担了邓州市 4
个乡镇 54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规划
设计任务，校企深度融合开展了平顶
山 4座中型水闸、方城县 20座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设计工作。近年来，举办
了河南省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
理、建筑质量监测、农村供水工、水质
检测工等多类社会培训及技能鉴定达
30000多人次。

二、强化三个对接，深化
产教融合

近年来，黄河水院从对接区域战
略、对接优势产业、对接重点企业三方
面入手，把推进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
育的核心任务，坚定不移地推进职业
教育高质量有特色发展。2016年，结
合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深化
校企“双主体”合作育人。在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测绘工程技术等 5个专业
开展了国家级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
2018 年起，汽车检测与维修、酒店管
理等8个专业联合19家企业开展了校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通过现代学徒制

试点国家级、校级项目的建设，以期在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校企深度融
合长效育人体制机制、优化人才培养
模式、建设师德高尚、技艺精湛、名师
领军、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
队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在合作育人、
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领域取
得更大突破，形成以专业建设为核心、
行业企业主动参与、学校主体服务的
校企深度融合的“一体化育人模式”，
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该校信息工程学院与达内科技集
团共建“达内 IT学院”，开设“卓越软
件工程师班”“卓越 UI设计师班”；测
绘工程学院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充
分利用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生产中心

“校中厂”，与江苏兰德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深入开展校企合作，进行基于位
置服务的停车信息采集项目生产，共
同培养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学生。
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培养了大批支撑
产业升级转型所需要的高层次、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与河南龙翔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龙翔电气学院，
以“互利双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相
互支持、共同发展”为原则，加强校企
产教研深度融合，合作共建优质专业，
培养一流“双师”教学团队，开发立体
化教学资源，着力推进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在创新创业教育、教
研科研、技术服务、技能培养等方面取

得丰硕成果，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三、开展战略合作，提升
技术服务能力

近年来，该校完成了水工模型试
验、新材料研发、软件开发、机械加工、
工程测量等横向技术服务项目 200多
项。与开封市、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黄
河水利委员会、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
工程局、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技术研
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服务与支
持。与开封市合作打造建设决策咨
询、技术服务、科技创新、创新创业孵
化、人才交流、教育培训、资源共享等七
大平台，并为开封市中小学提供科普
基地，建设满足汴西新区及周边地区
需求的电子商务和物流一体化平台。
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友好合作，全力
打造合作新亮点，树立校企合作新典
范，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贡献。

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科学研究、
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高技能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合作，
共同搭建技术咨询、协同创新、人才交
流平台，共建“水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实习基地”，打造“优质资源共享、人才
优势互补、科技协同创新、紧缺人才共
育”的合作新典范，促进水利高技能人
才培养。

四、多方联合，推进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

该校黄河之星众创空间获批国家
级众创空间，“小流域水利河南省高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开封市
绿色涂层材料重点实验室获开封市重
点实验室立项建设。先后立项建设了
区域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物料输送自
动化装置、中小型自动化机械装备等
15个校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初步形
成了以重点实训室为基础、重点专业
为依托、工程技术中心为载体的科技
创新平台体系，截至目前，已申报河南
省科技厅、河南省发改委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个，开封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6个。校企合作建设了12个大
师工作室，充分发挥了高技能领军人
才在科技攻关、技术交流与研发、技艺
传授和协同提升中的引领作用，进一
步增强了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
推动了学校师资队伍科研及技术水平
整体提升。

五、拓展国际合作，服务
国家战略

该校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同时，注重凭借人才优势、技术优势、
资源优势，用科技服务拓展国际合作，

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承接并圆满完
成了苏丹2个水电站、孟加拉国2座水
泵站、赤道几内亚吉布洛上游调蓄水
库等多个水工模型试验项目，完成了
埃塞俄比亚、加纳两国风力发电厂的
地形图测量任务，国际技术服务能力
明显提升。

该校跟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紧跟我国水利行业企业走出去步伐，
大力实施国际化水平提升工程，以校
企合作为平台，以人才培养质量求合
作，以企业的国际化需求为责任，开办
国际订单班、留学生学历教育和短期
培训班，共育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
目前，已为“一带一路”沿线 21个国家
招收、培养近 300名留学生，源源不断
地为中铁集团、中电建集团、北方国际
等大型企业输送外籍技能人才，学校
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管理成效得到了
生源地政府、企业的高度认可。

为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今年7
月，学校与中国水电十一局（赞比亚下
凯富峡水电站）项目共建黄河水院大
禹学院，培养赞比亚急需的本土技术
技能型人才。首期培训已圆满结束，
44名学员顺利结业，走上工作岗位，
二期培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大禹学
院实现了河南省高职高专院校海外办
学的新突破，为“走出去”水电企业海
外工程技术技能人才本地化培养与应
用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冷空
气已发货，雨雪、大风和降温将
接连“派件”。12月 5日，记者从
省气象台获悉，未来三天，我省
大部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温度
1℃~3℃，北部、西部山区气温降
至-8℃~-6℃。

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影
响，从 12 月 4 日夜间开始，我省
西部和北中部出现了降雪。省
会 郑 州 也 迎 来 了 今 冬 首 场 降
雪。5 日，省气象台接连发布今
冬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和道路结
冰黄色预警，提醒早晚外出的市
民注意防范降温降雪对出行带
来的不利影响。

省气象台最新预报，6日，我

省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
雨夹雪，其他地区降雨、降雪逐渐
停止，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 2 级
逐渐加大到 4 级左右。7 日到 8
日，西部、南部部分地区雨夹雪、
小雪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阴
天。9 日，西部、南部持续雨夹
雪、小雪天气。10 日，大部分地
区有小到中雪，其中东部、南部有
中雪。

此外，6日，我省气温较前期
下降 6℃~8℃，西部山区局部或超
8℃；7日早晨，我省最低气温普遍较
低，北部、西部山区-8℃~-6℃。
预计 7日白天开始到 10日，全省
大部气温持续偏低，最高温度
1℃~3℃。③6

零下的日子要来了

据新华社天津 12 月 5 日电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12月 7日 12时 26分迎来“大雪”
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
始。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
珩介绍说，“大雪”是农历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 21个节气，也是冬季
的第三个节气，每年公历 12月 7
日或 8 日，太阳运行到黄经 255

度时，即为“大雪”。
保健专家提醒，“大雪”时节

养生保健要注意“七宜”：宜保
暖；宜保持脚部清洁干燥，袜子
要常换常洗，每天坚持睡前用温
热水泡脚；宜多喝水；宜调整心
态，保持安静平和；宜多活动，勤
运动，加强身体锻炼；宜多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宜饮食温
热，以养胃气。

明日“大雪”到

基层民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