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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

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

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

“中国好人”榜样作用提

出殷切期望，并强调，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

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

为积极传播真善

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

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本报推出一批身边

好人典型，他们有的孝

老爱亲、助人为乐，有的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让我们向他们

学习，争做社会的好公

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

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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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进进奋奋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

室安排，现将 2022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

资格考试河南考区准考证打印等事项公告

如下：

一、202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

格考试实行无纸化考试，考试时间为 2022

年 9月 3日至 9月 5日，共三个批次，具体安

排如左表。

二、准考证实行网上打印，打印准考证

时间为 2022年 8月 29日 00:00 至 9月 2日

23:59。若准考证已经生成或打印后丢失，

可于 9月 3日 00:00 至 9月 5日 18:00 自行

登录网站进行补打印。

三、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会计资

格评价网（http://kzp.mof.gov.cn/），点击

“准考证打印”按钮，选择河南省，准确输入证

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和附加码，点击“查询”

按钮进入下一级页面后，再点击“打印”，自行

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打印使用标准A4纸。

为了保证打印效果，建议选择彩色打印

机或者激光打印机打印，确保准考证能够清

晰核查个人照片、证件号码以及报考科目等

信息。

四、准考证是参加考试和领取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的重要凭证，切勿丢失。打印

准考证时，建议保留一份准考证电子版。

五、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自行上网打印

准考证（含《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

试协议》），按照考生须知做好备考事宜，以确

保顺利参加考试。未打印准考证的，视为自

动放弃本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

六、考生应持续关注并遵守考点所在地

发布的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必须满足考试期

间当地对于“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绿码、规定期限的核酸检测阴性等相关要

求。按照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请近期注意

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于各科目开考前 1小时

到达考点，主动配合工作人员防疫核验。因

未执行属地疫情防控要求造成无法参加考

试的，相关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七、请考生务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和

准考证（含本人签名《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无纸化考试协议》）及疫情防控要求的相

关材料参加考试。

如有变化，请您及时关注“河南省会计

管理服务平台 https://czt.henan.gov.cn/

ztzl/kj”相关信息。

祝考试顺利！

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8月22日

考试日期

9月 3日至5日

考试时间及科目

8:30－11:15
中级会计实务

13:30－15:45
财务管理

18:00－20:00
经济法

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2022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网上打印准考证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何可）8 月 21 日，
以“感知世界·智创未来”为主题的
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出席大
会并致辞。他说，传感技术作为信息
技术三大支柱之一，是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发展的重
要支撑。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传感器产业发展，将其列入全省十大
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出台产业链现代
化提升方案，建立“双长制”推进机
制，建设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培育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制造业创新中心，
打造微机电系统研发中试平台，成立
产业链联盟、创新联盟、行业协会等
组织，全力推动智能传感器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河南省传感器及相关
产业规模近 330 亿元，形成了“一谷
六园”发展格局，培育出汉威科技、光
力科技等一大批上市企业，气体传感
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2022 世界传感器大会的举办，
为河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来了重
大机遇。河南将以此次大会为桥梁
和纽带，聚焦“六新”项目，推动“五
链”耦合，搭建全球传感业界最有影
响力的交流对接平台，积极主动融入
新发展格局。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河南
省人民政府主办，活动包括传感器
创新大赛、智能传感器产销对接会
等。③5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8月 16日
至 18日，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政委
徐元鸿率省军区机关、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军地联合工作组赴洛阳调研。

徐元鸿一行到孟津区、洛龙区、
涧西区人武部及省军区洛阳第四、第
五干休所调研党管武装等工作，听取
市、区、街道三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汇报退役军人作用发挥和矛盾问题
化解情况，深入部分驻军、科研院所
调研高新企业设立武装部、潜力需求
精准对接等。

徐元鸿强调，要站在推进实现建
军百年目标的政治高度，紧盯一流搞
建设，立足长远抓规划，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知责于心、履责于
行，高标准推进党管武装、军人优恤

保障等工作，努力形成特色品牌，走
在全国前列。

徐元鸿要求，人武部要发挥好
“军事部”的作用，充分释放“第一书
记”“分片帮抓”机制作用，深化“下抓
两级”做法，从硬件建设、机制运转、
人才培养入手优化抓建路径，推动党
管武装末端落实，推进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协调发展；干休所要做好“不
能等”的事业，前瞻做好三年规划，完
善上门服务机制，不等不靠不推托，
千方百计解难题，全方位提高服务能
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坚持“大融
合”的理念，深化军地协作，创新思路
方法，补全尊崇链条，化解矛盾问题，
发挥退役军人作用，把“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③7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8 月 21
日，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扩大会议召开，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
央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求，总结工
作，部署任务。

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星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的重要指示，清醒认识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事关党的决策部署
和惠民政策的落实成效，事关党的形
象和执政根基，事关维护广大群众根
本利益，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
这项工作。

陈星深刻分析了造成形式主义的
根源、基层负担过重的原因，强调要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纠治形式主义。
要大力整治文山会海，提高文件和会
议的质量成效，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
式，从重过程向重实绩转变。要明确
层级权限，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科学设置基层职能，加快推进放权
赋能。要坚持人民至上，切实转变工
作方式方法，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把对
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统一起来。各
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为基层减负工作，着
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
基层治理体系，真正让基层干部集中精
力投身现代化河南建设，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5

□丁新科

有一种付出叫无怨无悔，有一

种大爱叫军嫂之爱。好军嫂刘杰在

军营后方搭建起温馨家园，用柔弱

双肩撑起“半边天”，让人心生敬佩。

她是坚强后盾，一个人照顾一家

老小，身体抱恙仍包揽家中大事小事

难事，不让丈夫因家事而分心；她是

亲密“战友”，发挥自己的特长连年参

与部队春晚筹备，设置舞台、联系设

备、指导节目；她是知心大姐，帮助部

队官兵排忧解难，维护官兵家庭和

谐。“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正是因为有像刘杰一样千千万

万军嫂的默默支持和付出，军人才能

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如果说

军人是守护祖国安宁的顶梁柱，那么

军 嫂 则 是 一 个 个 军 人 家 庭 的 顶 梁

柱。军嫂们的坚韧与奉献不在世人

目光汇聚的地方，却贴在军人心窝最

近的地方，表里共成一体，铸就军功

章的“功”，沐浴军功章的“荣”。

情怀与担当，需要用时间来验

证。经受了苦难与磨练的考验，责

任 二 字 更 加 熠 熠 生 辉 。 家 是 最 小

国，国是千万家。无论是军人，还是

他们的家人，各自坚守其实为的是

同一个目标。我们赞美军嫂，更要

关心部队官兵，关爱关怀军人家庭，

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携手

共建幸福美好家园。2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妈，您这里还疼不疼了？”8月 21
日早晨 6点，刚做好早饭的刘杰，来到
床边给做过两次手术的母亲荆爱英按
摩腿部。荆爱英患股骨头坏死 20 多
年，早上给母亲按摩半小时成了刘杰每
天必做的“功课”。

1983年出生的刘杰，漯河市区人，
个头不高、身形瘦弱，戴着一副黑框眼
镜。她每天不仅伺候着多病的母亲，还
照顾着年近七旬的婆婆，并接送两个孩
子上下学，用柔弱的双肩撑起军人家庭
的“半边天”。

刘杰的丈夫卢海涛现为武警河南
省总队一名干部，家里的一张军旅结婚
照讲述着两人相爱的故事。刘杰说她
从小就向往军营、崇拜军人，“海涛人很
踏实，跟他过日子我很快乐”。

照顾好家人，为丈夫解除后顾之
忧，对刘杰来说是最重要的。她深知丈
夫牵挂生活在农村的父母，结婚不到半
年，就主动把公婆和丈夫身患偏瘫的爷
爷接到家里，担负起照顾老人的重任。

“海涛的任务是干好部队的工作，家里
的事不能让他操心。”刘杰坦言。

但是家庭生活的担子可不轻。母
亲腿病复发需要手术，公公被查出肝
癌，而刘杰自己也在孕检时被查出患有
慢性肾炎。刘杰没有退缩，她拖着病躯
奔波于家庭、学校和医院之间。为了更
好地照顾家庭，刘杰偷偷向学校递交了
辞职信，一个人扛起了两个家庭的重
担，“我就想着无论多大的困难，挺一挺
咬咬牙，坚持一下总能过去的。”

逢年过节，刘杰都提前买好老人
最需要的东西和衣物。老人过生日，
她都亲自做蛋糕、办生日聚会。“摊上
了个好媳妇，在这儿住着可舒心。”婆
婆李素花说，儿媳妇看起来弱不禁风，
骨子里却是一个坚强的人。2018年年
初，刘杰患慢性肾炎需要做手术，此时
卢海涛正担负着扫黑除恶的重要勤
务，为了丈夫安心工作，刘杰瞒着爱
人，悄悄做了手术。

“她总是劳心费神地照顾着家里的
老小，包揽家中的大事小事难事，从不

言苦、从不说累。”电话采访时，卢海涛
话语中带着对妻子深深的愧疚。

尽管聚少离多，但刘杰一家人的感
情却没有疏远。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其
乐融融，他们一起写写字打打球，到沙
澧河边散步。刘杰的手机中保存着很
多家人的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笑容。

结婚 14年，刘杰始终用爱和奉献，
默默支持着丈夫，守护着他们的家庭。
她先后被漯河市评为“三八红旗手”和

“好军嫂”，2019 年 9 月入选中国好人
榜。刘杰还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她
说：“希望通过志愿帮扶，传递更多正能
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向上向善。”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8 月 21 日，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在郑州中原数据
产业大厦揭牌运行。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为中
心揭牌并讲话。费东斌指出，数据
已经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深刻改
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
理方式。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前瞻
30 年的战略眼光，把发展数字经济
作为提升河南综合竞争实力的关键
之举，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工作，把建设郑州数据交易中心作
为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举措
强力推进。

费东斌强调，要抢抓国家开展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战略机遇，学
习先进地区经验，加快构建数据要素

市场流通体系。要加快推进全省数
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统一的数据资
源管理体系，实现数据跨地区、跨行
业、跨领域流通，充分释放数据价
值。要紧紧围绕产业转型迫切需求，
突破一批大数据应用技术，打造一批
数据驱动的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推动
大数据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
合。要围绕技术创新、要素培育和产
业发展等关键环节，构建产学研用一
体化数据生态体系，打造具有我省特
色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努力把郑州数
据交易中心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数
据交易综合服务商。

揭牌后，郑州数据交易中心交易
系统正式启动，当日实现 11笔交易，
总交易金额3805.5万元。③7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揭牌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数治支撑

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开幕

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专项工作机制扩大会议召开

树牢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军地联合工作组赴洛阳调研党管武装等工作

刘杰：“80后”军嫂撑起家庭“半边天”

军嫂之爱坚若磐石

□本报记者 陈辉

电力小区指数、园区双碳监测数
据、黄河水文数据……这些数据经过
加工后都可以产生新的价值，并由此
催生数据交易需求。

8月 21日，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在
郑州中原数据产业大厦正式揭牌运
行。该交易中心是由省政府批准成
立，省工信厅主管的省级数据交易平
台，由正数网络技术公司等 24家国资
平台公司共同出资2亿元成立。

据介绍，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将致
力于促进数据资源整合、规范交易行
为、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数据流动性；
让冷数据热起来，让热数据活起来，让
活数据用起来，通过数据串联各行各
业，发挥数据交易对产业的倍增放大
效应。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有很多创新，
全省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平台
公司均出资参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
首创全省共建统一数据交易平台新模
式；在全国首创数据产品即时交付、计
量出账交易模式；利用区块链等技术，
将数据交易全过程上链存储，实现全
流程交易监管。”省工信厅厅长朱鸣介
绍，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已挂牌数据产

品 100 余项，包括数据服务、数据报
告、API接口、数据应用等多种类型，
涵盖通信、电力、交通、气象、金融等多
个领域，产品类型多、涉及范围宽、数
据来源广。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被称为数
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对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变成商品属
性的数据，又该如何进行买卖交易？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揭牌当日即实
现 11 笔交易，总交易金额 3805.5 万
元。如河南联通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达成交易的“电力小区指数”，成交金
额为500万元；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达成交易的“金
融授信”，成交金额为800万元等。

“中心实际承担了交易平台功能，
交易的流程包括‘产品登记、合规评估、
在线交易、在线交付、安全保障、在线评
价、交易监管’等一系列程序。”郑州数
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新民说，
该中心在业内首次实现了“交易即交
付”“交付即计量”“计量即出账”，大大
提升了数据交易智能化、便捷化水平。

为了解除交易各方的后顾之忧，
该中心还建立了“入场先验资、上架先
确权、交易有监管、交付有记录、纠纷
有调解、事后有跟踪”的全流程交易监

管模式。
数据交易的收费模式灵活多样，

可以按次支付，也可以按年、按季度收
费，还可以按照条数计量收费。

作为数据提供方、河南绿能科发
实业有限公司大数据事业部负责人白
云对数据交易的前景非常看好。“我们
提供的‘电力乡村画像’数据服务，可
以通过用电量来分析人口增减，为电
信运营商提供市场决策服务；‘园区双
碳监测’不仅可以提供企业用电数据
分析，还能够提供电力来源分析，以便
让主管部门科学决策，这两项数据服
务都有很强的需求。”

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
建伟在揭牌仪式上说，河南作为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发展数据交易和大数
据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希望郑
州数据交易中心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
能，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我国数
据要素市场建设探新路、开新局。”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河南省大数
据‘四创’平台、‘四优’标杆遴选，深度
挖掘数据应用场景，选拔一批大数据
优秀企业、优秀产品、优秀解决方案和
优秀应用案例，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
数据产业生态，为深入实施数字化转
型战略注入新动能。”朱鸣表示。③7

从冷数据到热效应

看数据交易如何“点石成金”

●全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

示范区平台公司均出资参

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首创

全省共建统一数据交易平

台新模式

●在全国首创数据产品即

时交付、计量出账交易模式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将数

据交易全过程上链存储，实

现全流程交易监管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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