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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辽宁、江苏、

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8省市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

案。加上 2014年上海、浙江

率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以及 2017 年北京、天

津、山东和海南 4 个试点省

市启动改革，截至目前，全国

已有 14 个省市启动高考综

合改革。这些改革透露未来

高考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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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

民生速递

□本报记者 侯开亮
本报通讯员 袁佩佩 吕威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自上世纪 60年代就开始从事通信电
源和防护技术研究，一直以来引领着
通信行业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在国
内具备权威地位。其下属有“信息产
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和“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雷性能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电源实验
室），是具有CNAS、CMA资质的国家
级实验室。

多年来，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
限公司通信电源工匠人以科学、公正、
准确、诚信的精神致力于通信电源和
防护产业研究，凭着责任和担当勇于
创新与求索，为筑梦通信行业贡献重
要力量。

精益求精，科学求实，加
强技术创新

“邮电部通信电源设备质检中心”
成立于 1996 年，由原邮电部投资组
建，是承担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通信
电源进网认证产品检验, 以及仲裁、
监督、鉴定和其他委托检验的机构。
2000年随着信息产业部成立,更名为

“信息产业部通信电源产品质检中
心”,2011年更名为“信息产业通信电
源产品质检中心”。

电源质检中心建有焓差实验室、
防护及环境实验室、氢燃料电池试
验平台、蓄电池（铅酸及磷酸铁锂电
池）和交直流（高低压）试验平台等，
并具备国内通信行业较为齐全的成

套通信电源实操系统。主要从事通
信电源空调和节能设备等第三方检
测业务、通信电源空调节能技术研
究试验和技术验证、运维事故分析
评估、机房节能认证、机房评测及培
训实操等业务，并承担行业标准、规
范的制定，是行业内通信电源专业
的权威实验室。

电源实验室一直以来积极进行通
信电源技术的应用研究和试验，推动
通信电源行业新技术应用。如首次推
出磷酸铁锂电池在通信行业的应用方
法，编制了磷酸铁锂电池企业标准和
通信行业标准，奠定了磷酸铁锂电池
在通信行业应用基础。参加国家 863
项目“储能用锂电池和燃料电池系统
安全性设计及性能测试技术”，为氢燃
料电池的推广应用进行了理论研究及
实验验证。

齐头并进，敬业专注，注
重技术突破

防雷质检中心筹建于 1990 年 4
月，1993 年 8 月正式投入使用，是通
信行业获得原信息产业部授权的第
三方质检机构，于 2000 年通过了国
家计量（CMA）认证、2001 年通过中
国国家实验室（CNAS）认可。该中
心还与德国 TUV 莱茵、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CQC）、泰尔认证、鉴衡认证
等国内外知名认证机构合作，推动了
国内外认证业务的发展，并成为大中
华区唯一一家被 IEC 组织认可专业
从事防雷检测的 CBTL国际实验室，
其提供的检测报告被全世界 100 多
个国家认可，真正实现“一证通全
球”。

同时，电源实验室的试验能力拓
展至电磁兼容、电磁辐射、铁塔结构测
试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防雷、电磁、结
构检测等多个业务方向，成为天津铁
塔、河南联通、北京联通、四川移动、广
州移动、成都电信等十余家运营企业
的检测服务提供商。上述工作实现了
电源实验室由过去单一的行业质检机
构向综合性国际认可实验室的升级，
品牌形象和检测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
电源实验室研发了国内领先的基

站电磁辐射测试智能管理系统，结合电
磁辐射测试仪、智能手机客户端APP和
检测管理系统平台于一体，解决了传统
基站电磁辐射监测当中存在的人工录
入监测数据效率低下、监测数据准确率
低、监测数据造假以及现场监测管理缺
失等问题，全面覆盖基站电磁辐射监测
工作各个流程环节，可实现原始记录及
检测报告的审批、管理、数字化存档以
及监测数据的网络公示，具备测试数据
自动记录、报告自动生成、测试过程管
控、大数据分析等多项功能。近年来，
该中心完成了数千个基站的电磁辐射
监测并完成了数百起投诉纠纷监测，专
业性和公正性获得了运营企业和民众
的高度认可。

技术引领，创新发展，推
动通信网络建设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通
信电源及防护专业对通信系统的安全
运行越来越重要。电源实验室依托强
大的研究、验证能力，在通信电源及防
护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荣获2018年度河南十大杰
出工程设计师的陈强同志就是广大电
源实验室工作人员中的杰出代表，他
先后主持或参与十余项工程新技术科
技攻关项目，对于通信防雷、高压系统
对通信系统危险影响防护、电磁兼容
和电磁辐射防护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
题研究，取得了“瞬态等电位防雷新体
系”“通信与高压共址电磁防护关键技
术”等一系列国内外领先技术创新。

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研发的科研项目
“通信局（站）系统防雷接地理论创新及
技术突破与国内外应用”获得2015年
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该成果已经转
化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并在全国所有基
站建设中得到应用，大大降低了基站
雷击损失，保障了通信系统安全运行，
并节省了数十亿的工程投资。作为第
一主编，完成 ITU国际标准发布 3项、
联合主编完成ITU国际标准发布1项，
实现了我国通信防护领域在国际标准
的突破，先后获得“ITU标准化优秀个
人、优秀文稿”多项奖励，ITU-T第五
研究组主席 Mr.zeddam 博士专程向
中国电联办发函感谢陈强同志对 ITU
防雷标准作出的巨大贡献。

电源实验室本着公正、科学、准
确、高效、诚信的原则，致力成为中国最
优秀的通信电源及防护第三方检测机
构，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咨询、设计、检
测、试验、验证、培训等各类技术服务。
传承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深
厚的技术积累，以陈强为代表的电源
实验室工匠们将努力钻研、积极探索，
在实验室拓展、工程新技术研究、标准
化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敬业专注 精益创新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电源及防雷质检中心发展纪实

公司拥有的通信电源实操系统冲击电流测试中

公司获得的“CNAS”“CMA”证书

本报讯（记者 卢松）5月 7日，在郑州召开的河南省
慈善总会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上，省慈善总会推介了今
年开展的“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等重点
慈善项目，涉及扶贫济困、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环保等领域，将救助困难群众不少于30万人次。

今年，省慈善总会重点开展的自主类慈善项目包括：
益路童行——关爱困境儿童项目、助力脱贫攻坚·点亮学
子希望——慈善助学行动、慈善 SOS——紧急救助项
目、“慈善敬老·衣暖人心”助老项目等。

截至今年 4 月份，省慈善总会专项（冠名）基金达
114个，分别开展了扶贫济困、医疗救助、支教助学等慈
善项目。2017年 8月以来，省慈善总会上线 700多个慈
善项目，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受益群众上万人次。

“慈善人人皆可为。我们希望通过推介重点慈善项
目，广泛汇聚社会爱心资源，以慈善公益助力精准扶贫，
救助困难群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盛国民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这是干啥呢，树上挂这么多
小袋？”5月 7日，济源市天坛路上，园林工人正往行道树
上挂白色的小纸袋，引来不少行人好奇的目光。一名园
林工人解释，袋子里面是瓢虫卵，用来治蚜虫。

每年春末夏初，槐树、杨树等行道树上往往布满蚜
虫。“喷洒农药治虫只能短期有效，还会影响市民健康，也
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现在采取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
式。”济源市城投绿化公司生产科的聂平介绍。

园林工人往树上安放的小纸袋，里面装的就是异色
瓢虫卵。每个小纸袋里有 20颗瓢虫卵，在目前的温度
下，它们两三天就可以完成孵化。瓢虫捕食能力非常强，
以虫治虫避免了传统化学农药防治的弊端。

但也有市民提出质疑，蚜虫如果吃完后，大量的瓢虫
会不会成为新的害虫？聂平解释：“这不用担心，首先瓢
虫不会对树木造成伤害，其次当蚜虫吃完后，瓢虫会自由
迁飞去寻找新的害虫。”③4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提
出，规范自主招生的“十严格”要求，其中明确要求，高校要在上一年
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招生名额，严格报名资格条件，不得简单以
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
依据等，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面对教育部的“自主招生史上最严规定”，不少高校陆续取消没
有明确标准、主观性较强的条件，自主招生更趋严格。

今年3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公布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与去年
相比，不少高校招生规模明显缩小，部分学校压缩文史、经管类学科
招生指标；报名门槛进一步提高，分数优惠减少，并增加体质测试。

不少业内人表示，大幅缩减名额、提高门槛，可以让目前过热的
自主招生回归选拔特殊人才的初衷，同时契合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诉
求。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救助

省慈善总会推介今年重点慈善项目

将救助困难群众
不少于30万人次

减少农药喷洒

济源以虫治虫护树木

14个省市已开启高考改革

未来高考有这些新趋势

此次 8个省市改革方案明确：自 2021年起，普通高考考生文化
课总成绩将由“3+1+2”组成。“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
所有学生必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物
理、历史科目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在化学、生物、思想
政治、地理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2种组合，到试点省份的20种组合，再到
现在的12种组合，最大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分科。”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长期教育实践表明，中学过早分科
会导致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和知识结构单一。打破文理分科，有助
于把文科的形象思维和理科的逻辑思维较好结合，培养具有创新思
维的人才。

打破文理分科

14个高考改革省市都提出在招生中坚持“两依据一参考”：以高
考统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高校的录取模式也从按批次录取、
合并批次录取到取消一本、二本等批次录取。教育专家认为，这种录
取方式让学生在志愿填报时可以优先考虑专业，避免了过去“上了好
学校却选不了喜欢的专业”的困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松认为，分类考试、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已经成为人才选拔的主流趋势。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范韶彬说，按学科专业组录取，意味着
不再把学校按一本、二本分出“三六九等”，有利于高校办出特色。

取消一本、二本批次录取

教育部日前公布 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共增设专业点 2072个，其中备案专业点 1831个、审批专业点
241个，撤销专业点416个。

据了解，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最多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
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最多
的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被撤销最多的专业是服装与服饰设
计、教育技术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产品设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此次审批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支持高校设置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设备、节能环保等相关专业。

增设人工智能等专业

规模缩小，门槛提高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被称为清华“博士三剑客”的吴哲
明、邹怡蓉、刘佳君三位博士均毕业于清
华大学机械工程系。2016年，洛阳市高
新区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
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启动运营，他们
先后辞掉央企、高校工作相约来此，共同
创立机器人控制与视觉传感研究所。目
前，研究所研发的机器人系统在定位、检
测等方面的数据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⑨6 三位博士通力合作，一起进行机器人课题研究。

工作之余，吴哲明（右）和刘佳君一
起踢足球放松。

清华三博士
洛城绽芳华

热点关注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7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
布消息，近期，郑州警方在市区10个路口安装10套抓拍
系统，5月 15日起开始抓拍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礼
让行人的违法行为。

抓拍系统主要分布在10个路口：中原路与大学路交
叉口向西 300米东向西；金水路与顺河北街交叉口西向
东；东风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西向东；嵩山路与
中原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南向北；嵩山路与中原路交叉口
向南200米北向南；嵩山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向南300米南
向北；文化路与文劳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北向南；文化路
与博颂路交叉口向南100米南向北；花园路与水科路交叉
口南向北；紫荆山路与航海路交叉口向北200米南向北。

按照交通法规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警方
表示，车辆违反上述规定的，将对驾驶员处以罚款 200
元、记3分的处罚。③5

在郑州开车请注意

不礼让行人将被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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