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

乡村振兴专题赛近日在苏州精彩落幕，

河南移动5个项目脱颖而出，摘金夺银。

此次专题赛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5G应用产业方阵、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公司、中移（成都）信息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承办，共有641个项目通过赛

道资格审查，河南移动 35 个项目入

围。经过复赛、决赛的遴选，全国25个

项目成功晋级乡村振兴专题赛决赛。

河南移动成绩突出，取得一等奖1个、二

等奖1个、三等奖1个、优秀奖2个的优

异成绩。

驻马店选送的《5G助力天中高标

准农田，农民挑上“金扁担”》荣获乡村

振兴专题赛道一等奖，同时进入“绽放

杯”5G应用征集大赛决赛。在遂平县

常庄镇，河南移动技术支持的近2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农田已经建设完成，

该项目集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于一体，将各种先进设备和农业

相结合，通过中国移动 5G等科技手段

对农业植保、气象、土壤墒情等各种传

感设备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为农

业生产提供数字化管理、精准化种植、

智能化决策，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

管理，每年节水约51万吨，每亩小麦增

产 90公斤，大大推进了当地农业信息

化的发展进程。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
森）新近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滑县

中心医院第一时间开通线上互联网医

院服务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

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滑县中心医院充分发挥“互联网+

医疗”优势，全院临床学科开启网上咨

询门诊，近百位资深专家上线。截至9

月15日，该平台已覆盖神经内科、心血

管内科、儿科、普外科等数十个科室。

“患者使用手机微信搜索滑县中

心医院互联网医院公众号，在就医服

务栏框中选择在线咨询，然后点击相

应科室，就可以描述自己的病情进行

问诊。”滑县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曾

冰青指导说，该平台具有远程、专业、

便捷、高效等特点，在疫情防控期间能

分流患者，筛查轻症，减少患者赴医过

程中的交叉感染风险。

滑县中心医院院长席连峰说：“互

联网医院服务平台将陆续上线检验报

告打印、在线复诊、在线续方、药品配

送到家、云电子病历查询、医保查询、

远程联合门诊等功能，为滑县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贴心的

医疗服务。”

为团结引领全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近日，平顶山

市卫东区统一战线“喜迎二十大 同心向

未来”书画展在区政府行政服务大厅开

展。

本次书画展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为主题，面向全区统一战线成员和所联

系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特邀毛笔书法

家、国画家征集作品460余幅，其中毛笔

书法作品285幅、绘画作品180幅。评

审组通过三轮筛选，评出入选作品280

幅，并统一展出。作品全面展示了统一

战线成员始终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

时代的信心和决心，展现了统一战线成

员坚定跟党走、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展

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社

会文明，展现了富饶、美丽、幸福新卫东

建设的壮丽画卷。

据悉，此次书画展是卫东区统一

战线“喜迎二十大 同心向未来”系列活

动之一，展期1个月。

近几年来，卫东区统一战线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打造特色统

战工作品牌，不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卫东区委统战部将

继续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

手，发挥统战优势、凝聚统战力量，为

新时代卫东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帅奇）

河南移动注智赋能乡村振兴
五个智慧农业项目摘金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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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式投注
周口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

9月 15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2107期开奖，红球号码
为03、09、11、15、19、28，蓝球号码16。当期开出头奖9注，
单注奖金为654万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

数 据 显 示 ，这 注 双 色 球 大 奖 出 自 周 口 市 郸 城 县
41770790福彩投注站，为一张4元单式票，收获大奖654万
元,这也是今年河南彩民收获的第43注双色球一等奖。

当期二等奖开出139注，单注金额12万多元，当期末等
奖开出1088万多注。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2∶4，三区比
为3∶2∶1，奇偶比为5∶1。红球开出一枚隔号15，一枚斜连
号19，一组奇连号09、11，一组同尾号09、19，蓝球则开出偶
数16。

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7.94亿多元。下期，
彩民依然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豫福）

滑县
线上问诊惠群众

日前，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开展

“心怀皓月 感谢师恩”为主题的辅导员

讲思政课活动。从节日的历史来由到

节日的意义所在，从古人的赏月、拜师

到现在的对月感怀、师恩深重，给同学们

上了一堂有意义、有收获的思政课。学

生认识到：尊师重教的思想应永记心中，

把尊敬老师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

还让学生对中秋节这一传统佳节及传统

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热爱。（孙璐）

郑州市金水区委统战部近期开展

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压实责任讲担当，把抓

关键节点作为开展“两违规”问题专项

整治的重要突破口。深化以案促改，

统战部机关及时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的典型案例，主动检视查摆自身问

题。完善制度保长效，建立整改台账，

对现有规章制度查缺补漏、修订完善

并严格遵守。 （于娜）

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开展教师节活动

强化课标学习共促专业成长

郑州市金水区委统战部做细做实“双违规”专项整治

平顶山市卫东区统一战线举办书画展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晓
阳贾红敏）土里土气的老物件你认识

几个？南乐县寺庄乡岳村集村岳红

昌民俗博物馆内收藏的3万多件民俗

老物件让你重燃乡村记忆。

今年暑假期间，岳红昌民俗博物

馆成了当地人们热议的话题，每天

来这里参观的学生、游客更是络绎

不绝。100多年前的书籍、地契、当

票、农具、家具、纺花车、织布机、花

轿……让前来参观的学生和游客新

奇不已。展品的时间跨度从清朝到

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

小小的一家家庭民俗博物馆，承载了

很多人童年的记忆，更成了远近闻名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乐县寺庄乡第一实验小学学

生苏梦琪告诉记者：“这么多没有见

过的老物件，代表了我们当地丰富多

彩的民俗文化，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创造。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更

好地去传承和保护它们。”

据了解，岳红昌民俗博物馆于

2015年免费向游客开放，现有生产生

活、饮食起居、红色收藏、古币字画等

3万多件展品。博物馆主人岳红昌这

样对记者说：“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很

多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物

件早已被替代，正逐渐消失。我认

为，凝结了古人智慧的它们应该作为

一种民俗文化被保留下来，再加上自

己从小就对民俗文化感兴趣，所以就

开办了这个民俗博物馆，竭尽所能把

这些老物件收藏起来、展示给大家，

让文物会说话，让更多的人了解民俗

文化，并且更好地传承下去。”

岳红昌介绍，民俗博物馆里的展

品有的是祖传的，有的是他从各地淘

来的，有的是从废品堆里捡来的，还

有的是朋友、亲戚和四邻八舍捐赠

的。在岳红昌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村民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会自觉把认为有价值的老物件送到

岳红昌面前。如今，该博物馆已接待

来自郑州、山东菏泽等周边城市的游

客以及濮阳市当地中小学师生4万余

人，更好地守护了传统文化，传递了

社会正能量，也带旺了当地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

南乐县寺庄乡党委书记张利忠

对记者说：“为了使乡村旅游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更大更长远的作用，寺庄

乡将依托岳红昌民俗博物馆，加上乐

泰森林公园、恒牧农业生态观光园，

走出一条百姓富、生态美、乡村兴的

新路子。”

让农村老物件“说话”
南乐县寺庄乡“土味”博物馆带旺乡村游

干公安工作难，女同志干公安工作

更难。但王东伟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作

为一名警察，肩上承担着神圣责任。

王东伟是获嘉县公安局的一名女

警，自 2020 年调入治安大队工作以

来，为了尽快熟悉各项业务工作，她自

费在网络上参加写作班学习，全面提

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能力，挤出时间

学习党的重要理论、方针、政策，认真

学习本职岗位知识，苦练业务工作技

能。她总是勤问多记，虚心请教领导

同事，弥补自身的不足，从未因为自己

是名女同志而降低标准和要求，不断

努力让办公室工作更好地为领导决

策、侦查破案、基层民警服务。

治安工作总是在节假日、敏感节

点时更加繁忙，加上日常值班备勤，王

东伟失去了太多与家人相聚的美好时

光，发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

精神，投入治安工作中。

王东伟常说，作为一名女警，为人

妻为人母，对丈夫、对儿子自己有太多

的愧疚，但为了社会的平安和谐，她无

怨无悔。 （马妍）

民警王东伟以巾帼本色铸就辉煌

为进一步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提

高教师理解运用新课标的能力，郑州

市惠济区杜庄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参加

新课标测试活动。活动不仅检验了全

体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提高了教师学课标、用课标的思想意

识，而且时刻提醒教师在教育教学中

与课标保持高度一致，明确教学方向，

把课标学习与教材教法研究结合起

来，为全面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提供有力保障。

（孙璐）

三门峡选送的《5G智慧果园，

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摘得乡

村振兴专题赛道二等奖。在灵宝市

焦村镇，河南移动技术支持的3000

亩 5G智慧苹果园项目结合灵宝苹

果植保管理要求，运用5G、遥感、无

人机、无人车、智能传感、智能水肥

等技术与设备，实时监测果树长势、

土壤状况等，通过数据中心分析计

算，控制智能植保设备实时作出响

应，实现自动化植保作业，大大提高

果园植保作业的时效性、准确性。

该项目可提升苹果产量20%，节约

生产成本60%，产业园内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可增加2万元以上。

漯河选送的《5G 赋能数字延

伸，助力临颍乡村振兴》荣获乡村振

兴专题赛道三等奖。在临颍县，河

南移动技术支持的7000亩5G智慧

特色农业基地主要种植辣椒，通过

5G网络实现病虫害监测分析、墒情

收集以及水肥药一体化联动，利用

大数据平台实现智能分析、智能决

策、远程控制，干辣椒亩产由原来

400斤~500斤提高到 500斤~700

斤，平均增幅30%左右，品质显著提

升，坏果率降低40%以上，每亩经济

效益增加 35%以上。增收的同时，

外出务工村民可以安心工作，留守

村民可以选择代管模式，在运营公

司务工，年综合收入提升80%以上。

郑州和信阳选送的《5G赋能美

丽南屯，数字引领乡村振兴》《以数

字之“智”助推乡村振兴，塑造美好

生活看信阳》两个项目获得乡村振

兴专题赛道优秀奖。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履行央企“三个责任”，河南移动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聚焦数

智农业、乡村综合治理、振兴管理、

助农惠民、基层医疗、乡村教育等领

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核心能

力、打磨产品与平台能力、整合产业

链能力打造交钥匙工程，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落地。截至目前，河南移

动建设数字乡村达标村2.4万个，打

造漯河临颍“5G+辣椒种植”、开封

尉氏“5G+智慧农业”、驻马店遂平

“5G+高标准农田”、驻马店上蔡

“5G+高效节水灌溉数字田园”、新

乡延津“5G+小麦产业园”等 50余

个智慧农业示范工程，推动传统农

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不断完善乡村

数字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数字治理

能力，“千里眼平安乡村”已覆盖1.7

万个行政村，安装云广播 6000 多

套，累计完成 24.4万个平安乡村监

控点建设，助力农村治理现代化水

平持续提升。

（袁周阳）

岳红昌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各式农具
勾起多少人的乡村记忆 贾红敏 摄

灵宝市焦村镇3000亩5G智慧苹果园指挥中心

遂平县常庄镇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农田用上河南移动5G智慧云农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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