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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暖人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宁田甜

女孩公交车上写作业
车长默默亮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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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濮阳实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刘李岗

“你们和山东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合作的事情谈怎么样了，其他项目还
有什么困难……”10月 28日，在位于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习镇的河南
高科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园区，新习镇
党委书记杜双林细心地询问着企业
发展情况。

“结合您的建议，合作谈成后将
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模式。”
河南高科董事长马向阳说。

2015年，在外经商的马向阳回到
新习镇老家，创办了河南高科生态农业
科技公司，主要从事优质粮食农作物、
绿色果蔬种植、畜牧生态养殖和休闲农
业开发等。目前，该公司流转托管土地
6400 余亩，从土地上“释放”劳动力
3000多人，带动周边群众近百人就业。

通南达北的交通条件，让新习镇
成为濮阳的“菜篮子”“肉案子”，年产
蔬菜 35万吨，年出栏生猪 35万头，连
续 3年获得“濮阳市农业农村工作先
进乡镇”称号。

近年来，新习镇将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的
重要抓手，着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引
导农民依靠发展产业实现致富增收。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农业在新习镇“变”得绿色化、优
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该镇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流转土地
3000亩，建成豫北地区最大的“猪—
沼—菜”示范园区，发展温室大棚300
余座，带动农户560户，每座温室大棚
年纯收入达20万元，获得国家、省、市

“科普示范基地”称号。
产业扶贫不松手，新习镇流转土

地 1000亩，建设小寨集黄秋葵、猕猴

桃等特色农业种植基地，带动贫困户
就业 200余人；投资 393万元实施到
户增收项目，发放“扶贫羊”3494只，
成立豫新养殖场合作社，对自身发展
能力不足的贫困户，采取托管代养模
式增加收入。

新习镇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推广高效农业，提升复种指数，推广

“麦—瓜—薯”套种模式 1.5万余亩，6
月收割小麦，7月西瓜上市，10月收获
红薯，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亩均
还可增收3000余元。

“站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首歌谣
给家乡。麦浪翻滚，果飘香；大路开
阔，通四方……”一首昂扬的新习镇
小寨村村歌，唱出了新习人民奋发向
上、开拓进取的喜悦和豪情。

濮阳经开区新习镇 现代农业助力脱贫攻坚

铁道警察学院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直属的高等院校。经
批准，学校已在郑州市新郑教育
园区建设新校区，并对老校区资
产整体处置。处置资产位于河南
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31号，所
有权人为铁道警察学院，包括房
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42幢（处），
面积 79719.97 平方米，其占用的
土地为划拨用地两宗。土地总面
积 101507.71 平方米，用途为教
育、学校。一宗位于丰庆路西、农
业路北，面积 99125.71 平方米，
另一宗位于劳动路（现天明路）
东 、农 业 路 北 ，面 积 2382 平 方
米。公开处置挂牌价为 61972.17
万元。

公告期截止时间为2019年11
月 29日。有意受让者请在公告期
内进行尽职调查并向中心提出受让
申请、提交相关材料、交纳保证金
6000万元整。若受让成功，保证金
可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
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其他
详情见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hnprec.com。

联系方式：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孔女士
0371-66259999-651
铁道警察学院
王先生
13838582988

2019年 10月29日

铁道警察学院郑州市金水区校区
整体资产处置公告

近日，民权县纪委监委在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高标准起步、高质量推进，对标主题
教育目标要求，集中开展为期 5天的
业务素质提升培训班，系统提升全县
纪检监察干部的理论水平、政治素养
和业务能力。此次培训坚持需求和
问题导向，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聚焦在案件谈话、监察法的理解
与运用、职务犯罪中的证据问题等方
面的盲区和困惑，邀请河南省纪委监
委业务专家、郑州大学法学院和河南
省警察学院教授为学员授课，采用现
场教学、视频辅导、课堂互动、课后讨
论等形式，让学员结合实践案例专题
讨论、深度交流，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这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在实际工
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很有针
对性，效果非常好。”接受培训后，民
权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干部
户志宏感慨道。 （毛志勇）

开展精准培训 提升履职能力

新闻事件：10月 21日，郑州B1路公交车行
驶至站台，一位拾荒老人上车时掉落5元钱，车
长看到后捡起钱，又从自己身上掏出50元，团在
一起给了老人。然而老人下车时，还回了50元，
并递给车长一张表达感谢的纸片。

目前，区块链已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
一个前沿阵地，全球科技大国正加紧在该
领域布局。美国不断完善与区块链技术相
关的公共政策。今年 7月，美国参议院商
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通过了《区块链促进
法案》，指出区块链可能的应用领域包括防
止税务欺诈、医疗保险跟踪、社会保障福利
体系、政府档案管理等。

欧盟致力于把欧洲打造成全球发展和投
资区块链技术的领先地区，加快研究国际级

“区块链标准”。欧洲各国政府也已行动起来。

德国政府今年9月发布区块链战略，希
望挖掘区块链技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
型的潜力。这一战略明确了五大领域的行
动措施，包括在金融领域确保稳定并刺激
创新，支持技术创新项目与应用实验，制定
清晰可靠的投资框架，加强数字行政服务
领域的技术应用，传播普及区块链相关知
识并加强有关教育培训及合作等。

在英国，区块链被视为金融科技的一
部分而受到高度重视。为了给金融科技提
供更好的创新环境，英国监管部门推出“沙

盒机制”，利用区块链创造一个安全空间，
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对一些创新型产品、服
务和商业模式的合规要求会有所放宽，以
降低企业成果转化的时间和成本。

中国国务院 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区块链技术列为战略
性前沿技术。2018年 6月，工信部印发《工
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鼓励区块链等新兴前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
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电）

@看看天有多高：每一项新技术的产

生都伴随着质疑的声音，但相信区块链的

发展会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区块链的

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让未来更值

得期待！

@法彩人生：区块链技术，特别适合

提高司法效率。如果在交易开始就使用区

块链，一旦出现争议，只需提供交易过程的

电子数据就可证实。

@大Juan姐姐：虽然不是很懂，但是

感觉未来很有市场，运用得好会对生活很

有用。

@行走的阿尔卑斯：我从媒体、朋友圈

以及微博大 V的发声中，能感觉到区块链行

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兵

“我省区块链发展相对滞后些，本地企
业较少，应用场景、落地项目也较少。河南
作为农业大省、经济大省，在区块链领域还
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只要抓住机遇、迎难而
上，将来大有可为。”10月 28日，一位河南
区块链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他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比，
河南还缺少相关的区块链政策细则，当大
趋势、大风口来临时，河南区块链的发展更
需要相关的政策指引，包括税收、办公场
地、人才引进等，还需要政府在政务上的合
作支持。”

2018年 10月 10日，河南省未来区块
链技术研究院在郑州成立。2019年 4月，
河南省区块链技术研究会成立，其中融合
了全省 36所本科高校、7个省级科研院所
和13家高新技术企业，聚集了河南区块链
研究和创新人才，涵盖了政、产、学、研、用
各个领域。③4

区块链在河南

——前景广阔的区块链技术前景广阔的区块链技术

新闻事件：近日，郑州市 B12路公交车内
上演暖心一幕，一名小姑娘趴在座椅上写作业，
当时天已经黑了，车长默默为她打开车厢灯，下
车前女孩走到驾驶位旁向车长表示感谢，并行
少先队礼。

B12路公交车车长葛江华介绍，10月 19日
晚 7时许，天色已黑，他驾驶公交车行驶至合欢
街站台时，上来一位小女孩。小女孩上车后找
到一个座位，但她并没有坐下，而是蹲下来趴在
座位上开始写作业。当时乘客不多，葛江华发
现后，趁着公交车等红灯时走到小姑娘身边，温
馨提醒她不要在车厢内写作业。

“因为公交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而且车厢
里光线较弱，所以我就提醒她在车厢内写作业
对眼睛不好，建议她回到家再写作业。”葛江华
说，没想到女孩对他笑了笑说：“没事儿，叔叔，
谢谢你。”

看到小姑娘的坚持，葛江华就没有再多说
什么。他回到驾驶位以后，默默地打开了车厢
灯。顿时，整个车厢亮起来，小姑娘面前的书本
看起来也清楚了。

公交车行至科学大道石楠路站台，小女孩
临下车之际，特意走到葛江华身边，对他真挚地
说了一声“谢谢”，行少先队礼，并把一张纸条放
在了司机工作台上。

回到调度室，葛江华打开纸条，看到上面写
着：“谢谢你叔叔，我要回家照顾妈妈，所以在车
上写作业，谢谢叔叔为我开灯。”

融媒工作室 出品

3岁女孩站军姿正步走样样行

10月25日22时41分，
人民日报微博首发相关报道，
光明网、央视网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10月
28 日 16 时，视频播放量达
660万次。

传播数据：

660万

新闻事件：10月24日，焦
作，3岁的女孩依依立正、稍
息、站军姿、正步走像模像
样。依依的爸爸说，自己退伍
后在家中踢正步，没想到孩子
在他身后跟着学。他希望把
依依培养成一名女兵，有一天
能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10月20日16时5分，大
河报豫直播首发相关报道，人民
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微博
转发相关报道，截至10月28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426万次。

传播数据：

4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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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5元 收到55元
拾荒老人遇上暖心事

10月23日20时28分，
新京报“我们视频”首发相关
报道，工人日报、新浪新闻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10月28日16时，视频播
放量达388万次。③5

传播数据：

388万

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能够实现多个主

体之间的协作信任，拓展了人类相互合作

的范围和深度。例如把区块链运用于全球

贸易，各方都可以同时协作管理，保证所有

信息电子化实时共享，从而提高协同效率、

降低沟通成本

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

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例

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区块链能够实现政务

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为人

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

□新华社记者 刘石磊 张家伟 周舟

因比特币而走进大众视野的区块链技术，近年来悄然延伸到众多领域，

逐渐显现出“区块链+”的巨大潜能。不觉间，区块链已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

一个前沿阵地，各国争相探索其应用价值。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
式数据库，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多中心的点
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多种技
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

通俗地说，可以把区块链比作一种“账
本”。传统账本由一方“集中记账”，这种新
式“账本”则可以在互联网上由多方参与、
共享，各参与方都可以“记账”并备份，而每

个备份就是一个“区块”。每个“区块”与下
一个“区块”按时间顺序线性相连，其结构
特征使记录无法被篡改和伪造。

区块链“账本”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了
“中介信用”问题，它使所有参与方都拥有
完整、公开且不可篡改的交易信息。美国
IBM 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吉尼亚·罗梅蒂曾
评价说，区块链对于可信交易的意义正如

互联网对于通信的意义。
区块链记的“账”不只是狭义上的交易

信息，还可以是能用代码表示的任何信息，
因此在金融、社会生活、政府管理等方面拥
有广阔应用前景。同时，分布式数据也保证
了“账本”高度安全。这种“账本”是“集体共
管共存”，由于不存在一个集中“账本”，攻击
者找不到单一入口，难以破坏相关数据。

提到区块链，很多人首先想到近年来
被热炒的比特币，甚至把二者混为一谈。
其实，比特币只是区块链技术最为人熟知
的应用，该系统不依靠中心机构运营管理
却运行多年，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作为其基
础的区块链技术的可靠性。

今年6月，美国脸书公司宣布将发行基
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货币Libra，引发关于
其波动风险以及对现有货币体系影响等方
面的热议。除了虚拟货币，区块链在金融

业还有许多应用模式。例如，其安全、信任
度高等特点可以帮助金融机构防范风险、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国际数据公司今
年 8月发布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到 2023
年，银行业将领衔全球区块链支出，占全球
用于区块链技术总体支出的约30%。

在贸易、消费等领域，区块链实现了高
度可溯源性，可帮助监管机构、交易方或消
费者核查某种产品的真实来源。在全球化
供应链中，该技术有助于提高交易的可靠

性并提升监管效率。
在制造业领域，区块链有助于复杂供应

链的协作和流水线化。比如，制造一架飞机
可能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区块链
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了解多级供应商及原
材料的信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在中国，区块链技术的许多应用场景
已经落地，腾讯、蚂蚁金服、华为等企业在
电子票据、版权保护、商品溯源等领域展开
相关实践。

高科技“账本”

多领域应用

各国竞相布局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多中心的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多种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

通俗地说，可以把区块链比作一种“账本”。传统账本由一方“集中记账”，这种新式“账本”则

可以在互联网上由多方参与、共享，各参与方都可以“记账”并备份，而每个备份就是一个“区

块”。每个“区块”与下一个“区块”按时间顺序线性相连，其结构特征使记录无法被篡改和伪造。

存证
区块链有“不可篡改”的特点。例如在版权

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电子证据存证，可以

保证不被篡改，并通过分布式账本链接原

创平台、版权局、司法机关等各方主体，可

以大大提高处理侵权行为的效率

共享
信任

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真正实现从“信息

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比如中小

企业融资难，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

任”问题。区块链恰能在供应链金融中弥合

信任鸿沟

协作制图/单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