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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计划实施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20项，孵化科技
企业50家，引进高端人才
50名以上

●● ●● ●●

20
项

要闻│03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昺南 徐东坡 美编 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21日，记者从河南省转型
发展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河南省 5G+示范工程
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印发，加快
部署建设“一网四基地”，把我省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的5G产业发展先行区。

当前，5G正处于商用和规模化组网启动期，极大促
进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中游网络设备以及终端应用设备
的全产业链升级。河南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郑州
市是国家确定的 18个 5G应用示范城市之一，具备发展
5G产业的先发优势。

《通知》指出，我省要抢抓 5G 产业发展难得机遇，
今年年底前“一网四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
5G基础网络方面，郑州市主城区完成 5G基站部署；研
发创新基地方面，形成一批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智慧体育等领域的 5G 创新应用展示场景；生产
制造基地方面，建设中国联通格力电器（郑州）产业园
5G试点、安阳钢铁集团 5G智能工厂等；应用示范基地
方面，郑州智慧岛“湖心环路—平安大道—中道西路”
闭环通行 5G智能公交由试运行转为正式运营；信息安
全基地方面，积极推进 5G 安全保密终端研发和产业
化，大力发展安全可靠家庭信息终端、北斗终端、安全
路由交换等产品。

《通知》要求，力争通过3—5年努力，河南5G产业规
模超过1000亿元。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赵玉山 杨宇）6 月 21
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
郑州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郑州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落
户航空港实验区。

根据当天签署的协议，双方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郑
志明团队的人工智能、信息溯源、智能制造、区块链等技
术为核心，在航空港实验区落地郑州人工智能研究院，
并下设“三个研究中心、两个实验室分室、两个工作站、
一个孵化器和一个大讲堂”。其中，三个研究中心分别
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工
程中心、民航服务与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两个实验室分
别是“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州分室、“数学、
信息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郑州分室；两个工作站
即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双方还确定，将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人工
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用于支持优质成熟项目和科技成果
在航空港实验区落地转化，培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人
工智能研发基地、智能高端技术人才培育基地及人工智
能相关产业孵化基地。

未来 5年，郑州人工智能研究院计划实施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 20项，孵化科技企业 50家，引进高端人才 50
名以上，力争将研究院打造成为航空港实验区乃至全
市、全省重要的政产学研金示范平台，为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提
供科技支撑，为航空港实验区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③6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济源市大峪镇农民
刘某的妻子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为了照顾妻子，
他也无法外出务工，一家四口的生活捉襟见肘。让他没
有想到的是，日前挂牌成立的济源市首家贫困重度残疾
人托养中心，一下改变了他们家的生活状态：他的妻子
免费入住托养中心，他也成为该中心护理公益岗的一名
员工，负责照顾妻子和另外一名重度残疾人的生活。

将贫困家庭的重度残疾人由“财政兜底”集中托养，
让家里人无负担地实现劳动致富，托养一个人，解放了
一家人。6月 19日，记者在济源市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
中心看到的一幕，无疑是解决贫困重度残疾人问题的一
种有益探索。

济源市民政局局长苗春芳介绍，目前该托养中心
已入住贫困重度残疾人 10名，拥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工
作人员 2 名、护理人员 5 名，实行敬老和托养相结合，
为重残人员提供医疗、护理、生活服务。该中心依托
济源市大峪镇卫生院建设，总投资 50 余万元，改造面
积约 300 平方米。记者看到，在装修好的 7 个房间内
共有 10张床位，空调、暖气、电视以及无障碍设施等一
应俱全。

苗春芳说：“我们将继续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
托养工作，助力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早日脱贫，实现脱
贫致富路上‘不掉一户、不少一人’。”③8

新华社郑州 6月 23日电（记者 牛少
杰）6月 23日至 25日，北京世园会迎来“河
南日”。在室外展区河南园的“九曲花河”
游赏带，沿途花溪、叠瀑汇入主路，寓意平
原水系纵横，也体现了近年来河南通过河
湖生态综合治理改善人居环境的理念。

在河南省会郑州，贾鲁河已静静流淌
千年。这条古河发源于郑州西南地区，在
郑州境内长约137公里，沿岸花木葱茏，是
周边群众休闲的好去处，也被市民视为郑
州的“绿珠链”。然而，数年前的贾鲁河还
是一条“问题河”。

“那时的贾鲁河更像是一条污水沟，上
游的一些工厂排污严重影响水质，不仅水
流小还黑臭难闻，从河边走过都呛得慌。”
市民袁飞今年30岁，家住贾鲁河附近。记
者在“花园路—文化路”河段见到他时，袁
飞正带着家人在岸边搭帐篷，“郑州人口过
千万，治好了贾鲁河相当于给城市添了一

座大公园，我们出来玩也有地方了。”
记者在该河段看到，宽阔的水面上不

时有水鸟掠过，岸边大石半没水中，步道依
河流走势蜿蜒，路旁花木错落有致，步道和
河堤上游人络绎不绝。

贾鲁河“旧貌换新颜”得益于郑州市近
年来的综合治理。2016年，郑州市对贾鲁
河启动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不仅包括河
道疏挖和截污治污，还包括生态绿化和水
源工程。

据介绍，仅河道疏挖工程就清障各类
建筑 194万平方米，迁改涉及 31家产权单
位。目前河道疏挖、道路贯通、绿化栽植等
任务基本完成，占总工程量的90%。

中电建郑州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张辉说，建成后的贾鲁河水面面积
将达到 7.92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16.7平方
公里，有利于改善周边空气质量和河道生
物种类繁殖，贾鲁河将成为郑州的河景花
园，也会成为一些候鸟的栖息地。

贾鲁河治理只是河南通过河湖治理改
善人居环境中的一项工程。河南地跨长江、
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流域面积100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493条。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河流通过生态治理由浊变清、由清
变美，一些污水河正变身城市风景带。

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河南持续实施河流清洁行动，

开展入河排污口和河道综合整治，保障河
流生态流量，逐步恢复河流生态；整治了省
辖市和县城建成区 240处黑臭水体，基本
消除省辖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像治理贾鲁河一样，很多地方在消除
黑臭水体的同时沿河开展生态修复和绿
化，河湖生态治理带动了沿河公园和湿地
公园建设。

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
将加快构建绿色循环的生态环境体系，统
筹建设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
态系统，启动沿黄生态带、郑州黄河中央湿
地公园等重大项目，完成造林249万亩、森
林抚育400万亩，同时推进平原林网化、城
市园林化、廊道林荫化。

“在我的记忆里，贾鲁河曾是一条污水
河，现在贾鲁河水清了，还成了一道风景。
对我孩子而言，关于贾鲁河的记忆将从生
态河开始。”袁飞说。

我省建设5G产业发展先行区

郑州航空港牵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郑州人工智能研究院
落户航空港区

济源探索贫困重度残疾人“兜底”集中托养

托养一个人 解放一家人

6月 23日，兰考县桐乡街道办事处开展“兰考文明
户评选表彰”活动。本次活动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
农户中评选出文明户66户。图为领到奖状的文明户喜
笑颜开。⑨6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摄

河南：河湖生态治理为百姓“营造”新公园

□本报记者 曾鸣 陈慧

6月 23日，北京市延庆区，雄伟的长城脚下，
美丽的妫水河畔，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河南日”活动正式启动。

进入河南园内，花团锦簇、绚丽多姿。在鲜花
的掩映下，一个醒目的红色“中”字雕塑映入眼帘。
河南园设计以河南山地、水系、平原等自然环境和
汉字文化等为要素，与园艺融为一体，形成“花语”
主题，通过“几”字形游园路径形成“九曲花河”观
赏带，犹如蜿蜒的黄河将整个河南园串联贯通。

为提高游客体验的丰富度，沿着观赏路径，河
南园从空间及本土元素入手，设计了8个景点，分别
为“江山如画”“华萃中州”“花影廊道”“九曲花河”

“艮岳花艺”“花语家园”“百姓花林”“逐水飞花”。
“江山如画”即为入口大门景观。大门设计和

园内的中心雕塑形成呼应，景观图案设计采用了
河南的特色传统名花蜡梅的形象。

“百姓花林”也颇有创意，通过100只纸飞机迷
你雕塑来展示百家姓，寓意中原的崛起腾飞以及对
未来的向往。来自湖南的游客黄女士在此仔细找
寻自己的姓氏。“百家姓有多个姓氏起源于河南。
这里不仅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还有最新
的园艺成果展示，古老与现代完美交融。”她说。

河南馆的设计是一次历史与现实、花卉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河南馆的设计采用画卷式，以商周
青铜文化与现代绘画艺术为载体，以牡丹、菊花、蜡
梅等河南特色花卉为主要元素，通过一个半开放
的游览空间，将各种元素集纳排列，美不胜收。

展馆入口是画卷的开篇。大幅立体牡丹图由
烧制的牡丹瓷、手绘牡丹和盆栽牡丹虚实结合而成，
流光溢彩，雍容华贵。展厅内部由“S”形展墙将其
区分为3个区域，“S”形墙面上是镂空河南地图轮廓
和青铜纹样，墙体沿线摆放着河南各地的特色花卉。

“河南花卉栽培历史悠久。花木种植面积、产
值位居全国前列。河南园、河南馆充分展现了河
南花卉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北京世园会最具特
色、最吸引游客的展园展区之一。”中国花卉协会
秘书长刘红对世园会“河南日”活动高度评价。

借着“河南日”的东风，众多林特产品、非遗文
化纷纷亮相。牡丹花茶、麦秸画、剪纸、香包等琳琅
满目，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在一个展示柜前，记者
见到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民间剪纸
代表性传承人王秋云。她手中坚硬的剪刀在柔软
的大红纸上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朵优雅的兰花
就在纸上绽放开来……

“河南日”让河南园和河南馆成为众人瞩目的
焦点。看到国内外游客纷
纷点赞河南，来自新乡的
游客赵立玲很是自豪。“作
为河南人，看到老家河南
的活动如此丰富多彩，河
南园、河南馆这么漂亮，
我感到十分激动。”她指
着 园 区 门口的红色“中”
字雕塑，由衷
地 赞 叹 ：“ 世
园 会‘河
南日’，真
中！”③8

“花语”讲述出彩河南
——2019年北京世园会“河南日”见闻

▲“花语家园”将河南民居的门窗轮廓结合汉字形
成一个镂空的景观墙。⑨6

▶河南馆的设计是一次历史与现实、花卉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⑨6

▼“华萃中州”的设计以汉字文化为核心，取“中”
字作为主体雕塑原型。⑨6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