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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一家子！
“网红”天鹅带孩子们游北龙湖
（李林 陈浩）

郑州

平顶山 特色产业敲开致富门
（张建新 王冰珂）

济源 一场特殊的“擂台赛”
（成利军）

石头大棚开出“致富花”
（王小萍 王雪红）

新华社北京 5月 30 日电 日前，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致信国家主席习
近平，支持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武契
奇说，塞尔维亚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塞中

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都致力于遵守和维
护国际法基本原则。塞方坚定支持中
方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支
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英明果断决
定，谴责所有企图破坏中国统一的行
径。祝愿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
和中国人民继续迈向繁荣昌盛。

本 报 讯
（记者 陈辉）5

月 30日，记者获悉，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河南省加快 5G 产业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0—
2022 年）》，明确了我省 5G

产业今后三年的发展目标，确
定了加快5G网络建设、加快推

进 5G 技术创新、大力发展 5G 产
业、深入拓展 5G应用场景等重点

任务。
在推进 5G 网络建设上，到今年

年底，5G基站数量达到4万个，5G网
络实现县城以上城区全覆盖和垂直行业
应用场景按需覆盖。对采用独立组网模
式建设的 5G基站，由省、市级财政按照
1∶1 比例，每建成 1 个给予 5000 元奖
励。加快中国移动网络云郑州大区节
点、中国联通5G核心网中部大区中心建
设，提升对我省及相关省份5G业务的承

载能力，巩固我省5G网络枢纽地位。
努力打造5G研发创新基地，依托郑

州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二研究所等单位
技术优势，打造5G前沿技术研发创新基
地。支持5G骨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深度合作，建设一批省级及以上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等研发平台，开展关键技术研发
创新。

抢抓 5G 产业先机，依托我省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基础，推动产业集聚，形
成具有 1 个 5G 设备生产制造基地、若
干个配套产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格局。
郑州、洛阳、鹤壁、新乡等省辖市重点发
展 5G 光通信产业，打造光电产业基
地。安阳市重点推进 PCB（印制电路
板）等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发挥手机精
密机构件、新型电子材料、超硬功能光
学薄膜、摄像模组、电源设备、显示器件
等领域基础优势，提升 5G 设备生产制
造配套能力。

开展5G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优先在
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矿

山 、泛 在 低
空、智慧农业、智慧教
育、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新
媒体、智慧环保等 11个领域选树
一批标杆应用场景，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垂直行业应用模式。加快推进“5G+车
联网”协同发展，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及研发验证，打造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按照计划，到 2022 年，我省 5G 基
础网络和研发创新基地、生产制造基
地、应用示范基地、信息安全基地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5G基站数量达到 16.8
万个，网络实现乡镇以上区域连续覆
盖，基本满足应用场景需求，5G用户突
破 6200万户；5G研发创新基地建设初
具规模，建设 10 个以上省级技术研发
中心（平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取得
明显成效；建成 5G 智能装备和手机精
密机构件生产制造基地，创建国家信息
安全产业示范基地，5G 配套产业集群
基本形成，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5G 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试
点示范项目突破 100个，打造一批标杆
应用场景。③5

综合新华社电 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巴切莱特5月 28日发表媒体
声明，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
名非裔男子死亡，呼吁美国当局在调
查这一事件时正视种族歧视这一“根
深蒂固的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巴切莱特在声明中说，美国当局
必须认真采取行动，建立预防制度，杜
绝此类杀害，并且确保在相关调查中
正义得到伸张，最重要的是过度使用
武力的警务人员都应受到起诉和定
罪，因为在过去太多类似案件中，警察
的行为要么被不合理地赋予某种正当
性，要么只是受到些许行政性的惩罚。

由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警察执法失当致非裔男子乔治·弗
洛伊德死亡一事在当地引发的抗议活
动29日蔓延至美国多地。

29日傍晚，上百名抗议者聚集在
首都华盛顿白宫北侧拉斐特公园，不
少人手举着标语牌，上面写有反对警
察暴力执法、反对种族歧视等内容的
标语，他们还喊着“没有正义、没有平
静”等口号。此外，抗议者还在华盛顿
街道上游行，途经当地多个地标性建

筑。美国媒体报道说，有抗议者短暂
闯入美国财政部建筑并涂鸦。

纽约市连续第二天发生民众游行
示威。数百名示威者 29日下午聚集
在曼哈顿福利广场，高喊“没有正义就
没有和平”，表达对警方暴力执法和种
族歧视的愤怒。纽约州州长科莫在同
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已经受够了
类似悲剧一再上演，美国不应是这样
一个国家。同日，洛杉矶、夏洛特等城
市也爆发抗议活动。

德雷克·肖万等 4名警察 25日在
明尼阿波利斯市执法时逮捕弗洛伊
德，后者当时被肖万等 3名警察按在
地上，脖子被肖万用膝盖长时间顶
住。弗洛伊德神情痛苦、声音嘶哑，一
直在说自己无法呼吸，随后疑似陷入
昏迷。弗洛伊德在被送往医院后不治
身亡。

这一事件令美国舆论哗然，虽然
肖万等涉事警察随后被解职，但未能
平息众怒。美国总统特朗普 29日在
社交媒体上指责明尼阿波利斯市市
长雅各布·弗雷应对不力。弗雷回应
说，特朗普不应在危机之中对他人指
手画脚。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月 29日，
省教育厅就做好全省普通高中招生工
作发出通知，明确今年中招考试方案、
录取安排等。

今年全省中招文化课考试时间安
排在 7月 15日至 16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今年中招体育考试由各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自行决定考试时
间、内容、评价方式方法。暂停全省中
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此外，从今年入学的初一年级新
生开始，将生物、地理纳入中招考试科
目，在相应课程结束后进行，实行随教
随考随清。考试时间安排在初二年级
下学期期末，随当年初三年级中招考
试一并组织，考试成绩计入学生次年
中招录取总成绩。

在录取原则上，坚持综合评价、择
优录取。省直管县（市）教育行政部门

要于 7月底前将本地学生中招考试成
绩及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上
传至省中招平台。

在录取安排上，面向全省招生录
取按照录取批次依次进行，被上一批
次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以后批次录取
及面向本地招生录取。

第一批次为空军航空实验班、海
军航空实验班，录取时间安排在 8月
2 日。第二批次为宏志班、理科实验
班、国际班、校园足球实验班、河南省
体育中学，录取时间安排在 8 月 3 日
至 4 日。考生可自主填报两个批次
志愿，每个批次限报一个志愿。

面向全省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
各地开展本地中招录取工作。全省普
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应于8月 25日之
前全部结束。考生可登录省中招平台
查询录取结果。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月 29日，
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高职单招准备工作的通知》，公布我
省 2020 年高职单招安排在统一高考
录取结束后进行。

高职单招的招生对象为：已通过
2020 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
名和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
试报名，未被统一高考等其他类型的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的考生。

高职单招的考录方式有 3 种：高
中毕业生可按照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和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进行录取；

中职毕业生和社会考生原则上不再组
织文化知识考试，可依据职业技能测
试成绩进行录取；参加统一高考的考
生高考成绩可作为单招录取依据。

《通知》要求各地高中、中职学校
要做好高职单招政策宣传解读，引导
考生科学备考；各高校要科学制定高
职单招工作方案，畅通咨询渠道，公布
招生咨询电话，安排专人解答考生和
家长的咨询，及时回应考生关切。

我省 2020 年高职单招招生院校
一共 93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 79所、
本科高校14所。③6

《河南省加快5G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印发

打造研发创新基地
瞄准千亿目标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致信习近平

坚定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联合国人权高专谴责美国警察
暴力执法致死非裔人士

（上接第一版）“疫情防控期间，人社部
门来我们企业宣讲政策，使我们享受
到失业保险应急补贴 667 万元，真是
雪中送炭！”漯河宏运集团总经理段二
虎说。

政策好，但企业用不好、有困难怎
么办？领导包县区，干部包企业。“可
多亏了特派员！”漯河市顺康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红喜说，今年 2
月份，漯河市财政局副局长黄仲乾作
为驻企特派员到岗后，针对口罩原材
料不断涨价等突出问题，第一时间协
调银行发放政府采购贷 500万元，帮
企业解了燃眉之急。疫情发生后，漯
河市累计有 807 名机关事业单位干
部作为“复工复产特派员”被派驻企
业。

企业享受政策不方便怎么办？创
新流程，网上办理。“我们通过网络就
能办理纳税申报、发票领用等涉税事
项。”河南麦昂食品机械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袁海燕说。疫情防控期间，漯河
市税务局主动通过微信、数字化税企
服务智能平台等“非接触”方式为纳税
人办理出口退（免）税。漯河市市场监
管局也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预约
办”“邮寄办”服务，4月 7日还颁出全
省首张药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多证
合一”许可证。

个别部门不作为、慢作为怎么
办？督查暗访，靶向监督。市里成立
联合督导组，不断深入企业和涉企职
能部门暗访检查，督促惠企政策落细
落实。疫情发生以来，漯河市“互联
网＋”公告平台收到 274条问题线索，
268 条得到快速办理；23 期《督查快
报》中的1200多个问题得到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漯
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办理续贷、展
期等 322笔，金额 14.34 亿元；办理退
免税额1.2亿元；减免社保费2.1亿元，
发放普惠性稳岗返还补贴1377万元。

政策有温度，发展有力度。2月份
以来，漯河市重点企业和项目建设复
工率、达产率均居全省前列。前 4个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比一季度提高
3.7个、14.9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速比前两个月
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

“这能力那能力，不落实就等于没
能力。”漯河市委主要领导表示，漯河
市将继续弘扬“严、细、深、实”的工作
作风，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以精准施策提高政策效能，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跑出经济复苏加
速度。③6

中招考试及录取安排出炉
7月底前划线，8月25日前结束录取

高职单招政策定了
招生院校一共93所，考录方式有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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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王松
河）5月 28日记者获悉，作为漯河市“新
基建”重要内容的漯河市大数据产业园
（一期）日前开工奠基，共有河南信产软
件有限公司项目、中国移动 5G+示范项
目等10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总投资约
7亿元。

漯河市大数据产业园位于漯河市西

城区，重点围绕大数据存储运行、软件开
发、电商双创、成果转化，建设大数据存
储运营中心、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软件
开发中心、大数据人才培训中心、创业创
新和成果转化中心、呼叫信息中心等。
据介绍，加上前期入驻的16家企业，漯河
市西城区目前已入驻大数据企业26家，
成为漯河市新经济的重要聚集地。③6

漯河市

10个大数据产业项目
总投资约7亿元

让好政策看得见拿得到
▲5月30日，平顶山市卫东区民政局和卫东区慈善协会

举行“关爱伴成长、携梦去远航”六一主题活动，给辖区30名
困境儿童送来了书籍、文具等学习大礼包。⑨6 高鸿勋 摄

▶5月28日，国网商丘供电公司联合宁陵县公司组织志愿
者到对口帮扶阳驿乡徐楼村小学开展“六一”特别关爱活动，让
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⑨6 吕忠箱 摄

关爱成长关爱成长
携梦远航携梦远航

发力发力55GG 赋能中原赋能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