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师喆）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你每天要扫多少次健康码？
查看多少次行程卡、核酸检测结果等
信息？

在拥有一亿人口的河南，此类数
据数量十分庞大。负责为这些主要信
息提供技术支撑的，是正数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的一群年轻人。

5月 11日一大早，河南省一体化
疫情防控管理平台统筹开发团队组长
来杨洋在办公室醒来，快速洗漱完毕，
马上投入一整天繁忙的工作。

“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内容非常
多，包括全省的核酸检测系统、健康
码、多点触发、来（返）豫报备、电子通
行证、重点人员情况追溯、跨区域协查
等。”来杨洋说，平台作为全省疫情防
控数据总枢纽，目前已建设 1个省级
疫情防控管理平台、常态化和应急状
态 2种应用场景、3个界面端、16个疫
情防控应用，联通整合多个业务部门，
并将不断进行优化升级。

本轮疫情发生后，平台运维压力
陡增，每天汇总到平台的数据约 2亿
条。“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亮码服务的
单日峰值是 1000万次左右。近一周

以来，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目前单日
峰值达 6000 多万次。”项目组“健康
码”小组的负责人贾敏杰是两个孩子
的妈妈，为了疫情防控留在办公室加
班已是她的工作常态，“健康码”似乎
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

为了尽快处理海量信息，筑牢疫
情防控的安全防线，平台每一名工作
人员都忙碌不停。有人一天要接打
几百通电话，为有疑问的群众答疑解
惑；有人忙于健康码数据调取工作无
暇顾及家庭……20 多名年轻人直接
在单位住下，常常一边吃着盒饭一边
紧盯电脑屏幕，行军床一支就是近半
个月。

这支队伍中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
幕后英雄。1月 5日，作为数字政府大
数据应用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主体，正
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接到开发建设省
一体化疫情防控管理平台的任务，迅
速组建疫情防控专班项目组，100 多
人全员上阵，每天加班到深夜，从无到
有搭建起全省疫情防控管理平台。

在这群“隐形守护者”的努力下，2
月 15日平台上线以来，我省健康码注
册用户达8079万多人，提供亮码服务

超过 54.7亿人次。3月 22日，我省出
台入豫赋码政策后，平台共处理 250
万条入豫赋码人员申诉数据，仅近一
周就处理了 31万条入豫赋码申诉，转
码速度也从过去的24小时内提高到2
至4小时。

“从 1月 5日成立专班到今天，我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要说累不累，当
然很累，但累得有意义，有价值。”项目
经理常保磊说，平台一方面为大家提
供核酸检测、健康码、疫苗接种等信息
查询服务，方便出行；另一方面，通过
持续提升平台作为“数字防线”的灵敏
性、精准性、实效性，优化数据采集、传
输、分析等功能，为精准高效采取防控
措施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刚刚发布的
《河南省‘场所码’推广实施方案》，加
快实现‘场所码’全覆盖，并重点推进

‘全省一码、一码通行’功能上线。”常
保磊介绍，现在查看健康码、场所码、
行程卡、核酸检测结果等，要在多个页
面间来回切换，十分不便，“全省一码”
将实现健康码、场所码、核酸检测结
果、疫苗接种信息、行程卡等一屏展
示，大大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效率。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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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实习
生 沈泽宇 通讯员 王家迎）5 月
12 日，第 111 个国际护士节。当
天，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以线下
录制、线上展演的形式，举办了一
场暖心艺术盛宴——2022年“青春
向未来”护士节风采展演晚会。

情景话剧朗诵《承继五四百年
之志，青春诵读青春之声》以饱满
的激情，在气势磅礴的音乐声中生
动演绎了两代青年人的时空对话；
情景朗诵表演《疫晴》展现了白衣
天使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勇敢逆行，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动人

故事；红色人物故事《白求恩》还
原历史经典片段，树立英雄榜样意
识……

歌声荡漾，舞姿翩跹，整场晚
会将护士节历史、抗击疫情、专业
学习等内容巧妙结合，充分展现了
新时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
貌和高雅的艺术素养。

在线上观看的该校 2020级护
理学专业学生李元昊表示，“我们
将传承五四精神，发扬南丁格尔精
神，激发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
为国家医疗健康事业发展作出贡
献。”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5 月 12日，
记者从省文明办获悉，2021 年度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名单近日公布，我省共有 14个先进典
型光荣入选。

此次我省入选的先进典型有：河南
省委改革办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胜栋等5
名最美志愿者，洛阳师范学院乐心志愿
服务团等 4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南
省“快乐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
愿服务行动等 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绿云社区等2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
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开
展，每年从全国推选出 100个最美志愿
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和 100个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

据统计，目前我省注册志愿者达
1340 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团队 8 万多
个，共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70万个，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超2.3亿小时。截至本次
评选，我省累计涌现出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109个。③5

□UFO.WORK 创始人、全国青联委
员 李杨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感

召下，2014 年我选择了离职创业。创业

初期，我遇到了创业者普遍会遇到的难

题：找不到办公场所、不了解扶持政策、

不知道如何融资。正是经历了这些创业

过程中的痛点，我才知道青年在创业初

期最需要什么。于是我就想，创办一家

创业服务机构，为青年创业者提供精准

服务，让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少走弯路。

很快，我创办了河南第一家众创空

间 UFO.WORK。UFO 是英语“YOUR

FIRST OFFICE”的缩写，意为“您的第

一间办公室”，主要为创业青年提供工

作空间、社交空间、网络空间和资源共

享空间。我期待打造一个吸引青年创

业者的社区，创业者在这里可以互相支

持、鼓励、赋能。我将自己定位为“服务

青年创业者的创业者”。

这几年，我们针对青年创业过程中的

难点、痛点，不断探索解决办法。青年创

业者资金有限，我们打造灵活便捷的办公

空间，创业者只需1000元就可拥有自己的

办公室。青年创业者资源缺乏，我们打造

“青年创业服务站”，配备创业服务员，帮助

创业者解决工商、财税、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难题。青年创业者经验不足，我们开展

创业加速营、创业公开课、企业游学等活

动，让创业者开阔眼界。在服务青年创业

过程中，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壮大，创业空

间从 1 个发展到 10 个，服务企业 1000 多

家，带动2万余人就业。

近年来，河南创新创业环境越来越

好，政府持续推出一系列扶持措施，举办

“创客中国”“创青春”等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为青年实现创业梦想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河南蓬勃

的“双创”活力和发展势头。

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

就了 UFO.WORK，也造就了一大批青

年创业者。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

以“自创”带动“众创”，影响和带动更多青

年投身创新创业，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

力量。③6 （本报记者 陈辉 整理）

河南科传举办展演致敬护士

为青年创业者打造第一间办公室

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我省14个先进典型入选

5月 12日，郑州市
文博广场核酸检测点，
河南省职工医院护士
防护服上白衣天使的
卡通图案引人注目，市民
纷纷向医护工作者表达
敬意。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最深的敬意

献给 他们

本报讯（记者 李晓敏 李倩）聚是
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声召唤，从四
面八方赶来；使命完成，悄然回家。5月
12日下午，完成为期9天的郑州核酸采
样支援任务后，来自我省14个省辖市的
7607名医护人员回家了。

这些天，他们和郑州市民一起创
造了“郑州速度”。

5月 12日下午 3时，郑东新区东
瑞园核酸采样现场，来自沁阳市人民
医院的“大白”李翱翔正在忙着为市民
采集核酸。

9天前的5月3日晚8时许，接到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支援郑州的召

集令后，李翱翔和同事立即报了名，并
于当晚11时集合，次日凌晨1时抵达郑
州。当天，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
核酸采样工作中，和郑州万余名采样人
员一起，奋战在各个核酸采集点。

“我们先是在上街区采了 3天，然
后被分配到郑东新区。”沁阳市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张亚利说。

“速度越来越快了！”市民王先生
的感慨，引发了广泛共鸣。这个有目
共睹的“郑州速度”离不开7607名“大
白”的奉献。

5月 12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
区等八区内所有居民继续进行核酸检

测，截至下午 5时，完成采样 7485886
人，最高时每秒采样634人。

来自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的监测数
据显示，在郑州市最近几轮区域核酸检
测中，每秒钟采样量峰值出现在5月6日
9∶04∶22，这一秒的采样量为1082人。

当然，这个速度也离不开郑州市
27.4 万余名志愿者的支持，离不开郑
州市核酸检测预约登记系统的不断迭
代更新。

“以前扫群众的核酸检测二维码，
系统经常出现闪退或死机，现在很少
出现这种情况了。”郑东新区康平社区
工作人员杨荃莉说。

承接这个系统开发、运营、维护等
工作的是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该局
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7月这个系统上
线至今，经历了无数次的优化升级，目
前基本实行了核酸检测全流程的“可
视化”，实时的核酸检测数据分析，为
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提供了数据支
撑。“以前郑州区域核酸采样时，都是
样本采集两个小时后才会送往实验
室，现在核酸采样开始半个小时就开
始陆续往实验室送，检测结果也基本
是每10分钟更新一次。”

“全民一条心，铆足一股劲，抗疫
一定会胜利！”张亚利说。③7

他们和郑州市民一起创造了“郑州速度”

7607 名“大白”回家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 通讯员 孟
宪明）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连日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
求，组织郑州地区 28个铁路单位党委
和广大党员，参与所在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的志愿服务工作，助力地方政府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郑州地区各铁路单位党委第一时
间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党委、党工委
报到，听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同
时通过各种形式动员被封控和管控在
家的党员干部和职工，及时向所在社
区党组织报到，接受社区工作安排。
截至 5月 12日，已有 2000多名铁路党

员志愿者下沉到郑州市的 150多个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累计服务达 32000
多小时。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从严从紧加强铁路疫情
防控，对列车调度员、机车司机、行车
值班员等关键岗位的人员实施集中封
闭管理，减少感染风险，确保铁路运输
正常秩序；从严从紧抓好站车疫情防
控工作，对候车大厅、旅客通道、列车
车厢、服务设施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实施严格的通风和消杀，做好进出站
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行程码等健
康信息的核对和查验，确保旅客平安
出行。③5

郑州铁路2000多名党员
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徐小龙

“布科思公司提供的消毒机器人，
为冬奥精彩呈现提供了强力支撑。”3月
份，一封来自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
的感谢信传回机器人产地——三门峡
经济开发区，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机器人从批量生产到服务于北
京冬奥会，仅用时5个月。“在短期内能够
取得这样的发展实效，与三门峡为企业营
造的良好营商环境密不可分。”北京布科
思科技有限公司CEO谢传泉表示。

在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类似的成果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 1—2月，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23.5%，高于全省 7.5
个百分点。

2021 年以来，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作为试点，在全省率先完成“三化三制”
改革，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
机，通过管委会瘦身、组建投资发展公
司、赋权增能、改革人事管理体系等措
施，提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改革后，我们提升了服务水平，新
落地的一些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就等
新厂房竣工入驻。”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王飞自豪地说。

去年7月，三门峡中科芯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开工投产，一举填补了三门峡市高
可靠集成电路制造产业空白，并取得良好
效益。4月26日，记者走进该企业所在的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东区，眼前处处是机器
轰鸣、工人劳动的火热场景。

谈到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规
划，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瑞霞
说，通过牢牢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该区确定“‘芯’心

‘像’印，‘人’‘汽’可期”8字产业发展方
针，分别对应高可靠集成电路、婚旅摄影、
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

围绕建筑地产、生物医药、信息技
术、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每个产业由区
班子成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共同任链长，
组成专项产业招商专班，加快项目引进。
该区组建经开集团公司，80%的人员承担
外出招商工作，80%的精力放在招商工
作，引进落地了一批重大项目。

以服务企业和群众为落脚点，该区将
各类事项分门别类、条块清晰地统一搬上

“云端”，通过建立“一网通办”“一APP全
覆盖”的“云端经开”网上办事平台等，形成
全方位、全天候、无死角的服务体系。

全区开展多轮研发投入强度和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双倍增计划”，打造科
技创新产业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平台、创新平台、技术中心及新型创新
机构建设，培育一流创新主体、打造一
流创新生态。③9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三化三制”先行先试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