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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李颉）
10月18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郑大一附院”）互联网医疗系统
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成都
产业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郑
州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内首个基
于弹性切片的全场景5G SA智慧医疗
专网内容及最新成果。据悉，该全场景
5G 智慧医疗专网也是业界首个基于
SA技术并实现服务质量保障的医疗专
网，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5G组网模式分为NSA（非独立组
网）和 SA（独立组网）两种。在 NSA
模式下，5G 网络仍然需要依托 4G 网
络的控制面；而在SA模式下，5G网络
不再依赖4G，是完整独立的5G网络。

去年以来，郑大一附院联合中国移
动、华为等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和大型
企业，以国家发展改革委“5G远程医疗
应用示范项目”为依托，积极投入5G医
疗专网建设。本次发布的 5G医疗专

网，采用了最新的5G技术，提出了适用
于各种医疗场景、可部署、可拓展的5G
医疗专网弹性切片解决方案，可实现医
疗专网带宽资源隔离、与公众用户互不
抢占等功能，满足医疗行业对5G医疗
专网性能和安全的诉求。

对郑大一附院5G医疗专网的现场
测试显示，在1G切片条件下，下载速率达
900Mb/s以上，上行速率达 180Mb/s
以上，用户平均时延8ms。在网络负荷较
高情况下，普通业务速率下降60%以上，
最大时延增大6倍以上，而5G医疗专网
内的各项业务服务质量指标正常，上行
带宽保障率达95%，下行带宽保障率达
90%以上，时延保障率达99%。

本次发布的 5G SA 智慧医疗专
网是基于中国移动5G现网搭建而成，
与5G NSA专网相比，在技术先进性、
建设经济性、业务配置灵活性、模式可
复制性和维护便利性方面有了进一步
提升，对于在公共场所、农村地区开展
5G应急救治具有重要意义。③8

独立组网 国际领先

国内首个全场景5G智慧医疗专网
在河南建成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0 月 21
日，记者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
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
后管委会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批准新
设湖南大学哲学等 339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的通知》，公布了批准新设的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名单，我省 8所高校
此次新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7个。

这是时隔五年后，国家再次开展
新增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我省
的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各获批4个，表

现不俗。其中，郑州大学获批新设外国
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电气工程、管理
科学与工程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大学获批新设心理学、数学、软件
工程、工商管理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这将推动两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学
科建设，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此外，河南师范大学获批 3个，
河南工业大学获批 2个，河南科技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中医药大学各获批1个。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0
日，长篇报告文学《时代答卷——来自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脱贫攻坚报告》
（以下简称《时代答卷》）作品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时代答卷》由河南籍作家梁庆才
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共计 38万字。作
品取材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县河南省
光山县的脱贫攻坚史实，重点围绕党
的十八大以来光山全县干部群众以习
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南，直面时代
转型中的各种矛盾，瞄准“创一流走前
列”的高质量脱贫目标，历经各种“大
考”，最终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
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优秀的新
时代答卷，使光山成为习近平精准扶
贫思想和党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的
生动实践地，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与会专家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
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时代答
卷》为中国扶贫事业留下了一部鲜活的
党员干部形象史、人民群众奋斗史和中
国农村社会变迁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
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作
品凝聚百姓心声，传递中国情怀，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文学描述。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河
南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好各
项工作。《时代答卷》的出版正逢其时，这
部报告文学作品以小见大，以一个个有
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物形象，客观、真实、生
动、形象地书写出光山县脱贫攻坚波澜
壮阔的辉煌历程，把光山的巨大变化与
飞速发展的全过程，把光山乃至全国的
脱贫攻坚工作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据悉，《时代答卷》日前已由河南
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即日起面向全
国发行。③6

长篇报告文学《时代答卷》
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不管自己有多忙，不管白天
晚上，只要群众有养殖技术需求，舞
钢市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科技特
派员周璞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帮助解
决难题；省食用菌产业科技特派员服
务团深入调研了范县12个食用菌生
产基地，通过项目攻关找到并解开了
当地食用菌难以产业化的症结……

10月 17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
悉，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特别是 2018 年 6月省科技厅
联合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扶贫办
启动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

“十百千”工程以来，全省共组织选派
科技特派员 5000多名，组建省产业
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54个，建立科技
扶贫示范基地 2017个，引进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 6000余项，实现了扛稳
粮食生产重任和农村产业脱贫致富
相结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
要的智力支撑。

“要更大程度发挥科技特派员在
脱贫攻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就

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科技特
派员工作科学发展新路子。”省科技
厅农村处负责人说。

探索新路子，一是“新”在突出基
层需求，破解技术难题。为贫困地区
办实事、办好事，就要到田间地头找
项目，认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过程中
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发引进
新技术。淅川县组织县级科技特派
员服务队，对特色产业、产业基地、农
业合作社开展科技服务，带动全县发

展中药材2万余亩、小龙虾2.5万亩、
软籽石榴 3.5 万亩、食用菌 4000 万
袋，实现了产业增收、农户致富。

二是“新”在突出产业支撑，提升
造血能力。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
要以产业为支撑，变“输血”为“造
血”，组织产业服务团瞄准各地主导
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精准产业帮扶行
动。郑州果树研究所围绕夏邑、宁
陵、淅川等贫困县主导产业需求，牵
头组建了西瓜、梨、石榴等6个产业服

务团，针对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培育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取得良好效果。

三是“新”在突出项目带动，加速
成果转化。项目是集聚创新资源、解
决技术难题的有效载体。潢川县黄
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糯米
制品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填补了糯米粉产品地方标准、国家行
业标准的空白，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项目实施后带动了周边
几十家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
200 多万亩糯稻种植，推动了 40 多
万农户脱贫致富。

在工作实践中，我省还积极推动
个体服务与服务体系相结合，建立以
涉农高校院所为创新源头，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星创天地、农业科技园区、
科普传播基地等为平台载体，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为基点的农业科技社会
化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已建设
国家级星创天地 73个，建设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 14家，新建科普传播基
地 53 个，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105个。③6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我们住的小区建成 20多年了，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后，变化真是太大
了！”10月 20日，家住鹤壁市淇滨区
鹤源二区的郑雯雯告诉记者，最近她
每天都沿着经过海绵化改造的透水
步道散步，健身再也不用跑远了。

鹤源二区建于 1997 年，是典型
的老旧小区。谈起小区以前的模样，
老街坊们用“没法儿看”来形容。过
去，由于物业管理滞后，小区内黄土
裸露、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乱放。如
今，小区党支部和社区工作人员紧抓
老旧小区改造机遇，将空地改造成雨
水花园，增设了文化长廊、党群活动
站，住宅楼还加装了电梯和保温墙
等，小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围绕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近
年来，鹤壁市按照政府主导、政策融
合、市场引进、群众参与的办法，坚持
先民生后提升、先实用后美观的原

则，投资3.5亿元对105个老旧小区进
行基础设施改造——拆除违章建筑
238处共 20万平方米，粉刷墙体131
万平方米、安装落水管7.3万米、铺设
管网91公里；供水改造3.2万户、供电
改造3.9万户、供热改造1.1万户，全面
引进物业企业，加强长效管理。

为了有效推进工程建设，改造
前，有关部门组织社区干部调研、实
地勘察、征求意见、科学设计，将居民
关心关切的事项分轻重缓急依次进
行；改造中，动员群众参与、全程监
督，坚持改造思路从群众中来，改造
项目落到群众中去；改造后，鼓励群
众参与管理，形成了基层党建、社会
治理、物业管理、群众监督“四位一
体”的长效管理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只是鹤壁市努力
提升城市品质的缩影。全省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
动以来，鹤壁市围绕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经营“四个高质量”，扎实做好

“四篇文章”和“城市四治”，着力提升
“四个品质”，补短板、强弱项、惠民

生，一幅“产业富、百姓富、精神富，城
乡美、生态美、和谐美”的美好画卷正
徐徐展开。

坚持以绿荫城。鹤壁市以“全域
植绿，绿满鹤城”为目标，实施项目
324 个，总投资 127 亿元；建成城市
生态廊道400公里、城市绿道 300公
里，规划建设了1个国家森林公园、1
个国家湿地公园、6 个省级森林公
园、9 个郊野公园、15 个城市公园、
108个城市游园，构建了多层次、多
形态的绿化空间和生态环境体系，一
座公园城市呼之欲出。

坚持以水润城。鹤壁市持续开
展城市四水同治，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实施项目 160 个，总投资 122 亿
元。其中，投资 11亿元，实施了 6条
水系 38公里长的新城区海绵城市建
设水系项目，打造集“海绵技术+园
林景观+生态水系+城市防洪”于一
体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重现了“淇
上春风涨，鸳鸯逐浪飞”的美景。

坚持以文化城。鹤壁市深入实
施文化强市战略，在推进文化惠民中

彰显文明，建成各类文化服务设施项
目 817个，市、县、乡、村四级标准化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形成；依托

“芝麻官”大舞台、戏曲进基层、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等载体，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原（鹤壁）文博
会、民俗文化节、“中国诗河·鹤壁”诗
歌大赛、樱花文化节、广场文化艺术
节等已成为鹤壁的文化名片。

坚持以业兴城。鹤壁市以高端
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培育集聚新兴产业，实施
项目 224 个，总投资 470 亿元；全力
做好产业转型升级、“三大改造”、产
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开放招商、优
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质
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
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城在山水间，家在绿深处。当
前，鹤壁正加快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和文明城市创建步伐，坚持城市建
设利民为民惠民，城市面貌越扮越
靓，城市环境更加宜居，百姓幸福指
数和获得感不断提升。③9

▲10月 21日，宝丰县周庄镇丁楼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举行分房仪式。
据了解，丁楼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面积 55亩，此次分房涉及村民 195
户。图为分到房子的群众在查看新家。⑨6 何五昌 摄

◀汝阳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近年来，该
县共建设了42个集中安置点，搬迁建档立卡贫困群众1719户共 6944人。
如今，村民们住进了漂亮整洁的新房，幸福感倍增。图为汝阳县十八盘乡十
八盘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五垛山社区（10月21日摄）。⑨6 康红军 摄

田间地头找项目 科技引领谱新篇

我省科技特派员致力扶贫探“新路”

鹤壁：“民生城建”筑就幸福家园

搬新家了

2018年6月以来
全省共组织选派科技特派员5000多名
组建省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54个
建立科技扶贫示范基地2017个
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6000余项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0 月 17
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举办了省
直机关“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来自
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120余名选手参
赛。

本次比赛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手机APP“挑战答题”栏目现场进行
答题，以 90 分钟内单次答题多者为
胜。经过激烈角逐，省卫健委的唐振
强选手仅用时 46 分钟，就完成挑战
1077题，成功通关获得第一名。比赛

中，共有34名挑战达人成功通关。
据了解，“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自 9月份启动以来，省直和中央驻豫
140 余家单位踊跃报名参赛，精心组
织各层级比赛达 300余场次，近 20万
党员干部职工参加，通过层层选拔，共
推选了 120余名高水平选手参加本场
比赛。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在通关的挑战达人中择优推
选 5名选手，代表省直机关出战全省

“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③9

我省8所高校
新增1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省直机关“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举行

第一名：46分钟通关1077题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0月 21日
晚 8点，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录制的《榜样 4》专题节目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
首播。节目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通过李连成等优秀共产党员
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为主题教育提供了重要
学习内容。

这些榜样包括：60多年深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老英雄
张富清；以“吃亏”换来百姓幸福的濮
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
生命诠释初心和使命，在抗洪中牺牲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20年携带

邮件划出 20万公里“水上邮路”的淮
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邮递员唐真亚；

“宁肯一人脏，换得万家净”的北京市
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粪便清
运工、“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举
家“落户”山村的“羊书记”，海南省妇
联驻保亭县加茂镇共村第一书记隋耀
达；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
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表面
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中国足迹
的嫦娥四号工程党组织。

当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
过电视、网络等渠道收听收看了该节
目。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见贤
思齐，为中原更加出彩凝聚强大正能
量，努力创造新时代光辉业绩。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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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成等优秀共产党员
用担当诠释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