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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 10日，
记者从郑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
分公司获悉，郑州地铁首列A型车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正式下
线，该型号列车将用于郑州市环形轨
道交通线路5号线。

据了解，地铁列车根据“体宽”可分
为A、B、C三种型号，其中A型列车宽度
最大、载客量最多。目前郑州已经运营
的1号线、2号线、城郊线采用的是B型
车；5号线是目前郑州中心城区唯一
环线地铁线，考虑到未来乘坐人数较

多，采用的是载客量最大的A型车。
首列下线的5号线A型车，列车

整体设计兼具中原古典和现代风格，
外形轮廓呈圆形，车身底色白色、局
部环绕仿古城墙造型的绿色腰带，客
室端部设置有大镜面 LED显示屏。
车辆采用了轻量化设计，内外部照明
均采用 LED灯，较荧光灯节能 30%
以上。车身填充吸音材料，采用双层
地板、设备边梁悬挂等措施，将有效
降低列车在运行中的振动和噪音，提
高乘坐舒适性。③7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3 月 10
日上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
中学楼顶，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等省
会 10 余所高校的 656 名青年志愿
者共同向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一小时内种植最多的种苗（团队）项
目发起挑战。这也标志着绿风尚·
第七届河南省青少年立体植绿节正
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团省委、省委省直工
委、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省林业厅、
郑东新区管委会主办。一小时内，
656名志愿者共在屋顶种植甘蓝种苗
153981 株，成功打破了之前匈牙利
挑战者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与
此同时，来自青年环保组织负责人、
高校环保领域专家学者、少先队员等
7名火炬手，在郑东新区开展跑步接
力传递绿色火炬活动，倡导低碳出
行，传递绿色风尚。

当天，开封、洛阳、新乡、兰考等
10个市、县也同时启动青少年立体植
绿活动。全省 30家高校、青年环保
组织5000余名青少年志愿者参与了
植绿活动，当日立体植绿面积达5万
余平方米。

据介绍，“绿风尚”河南青少年生
态环保攻坚行动以“绿动美丽中原、
引领青春风尚”为主题，通过实施“蓝
天行动”“碧水行动”“美丽乡村青春
家园”三大行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争
做绿色发展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
者，助力美丽河南建设。

此次立体植绿节是“绿风尚”河
南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行动品牌项
目，是将传统郊外植树活动延伸至城
市，从地面延伸至屋顶，参与人群从
小众变大众的一项创新活动，自
2012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屋顶植绿
面积达35万平方米。③5

656人1小时种153981株种苗
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3月 10日，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656名青年志愿者在栽
种甘蓝种苗。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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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
可以很“红”也很“炫”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3月9日，红鼻子的“小丑”一现身，
就吸引了现场所有孩子的目光。唱着熟
悉的儿歌，跳着欢快的舞步，“小丑”来到
一个哇哇大哭的小男孩身边，在手心里
变出一只气球“小狗”，成功让孩子破涕
为笑、安静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一旁的
护士稳稳地将输液针送进小男孩的手
背。原本急出一头汗的家长松了口气，
大声地感谢着：“多亏‘小丑医生’出马！”

没错，这里并非游乐园，而是濮阳

市妇幼保健院的输液大厅；这个“小丑”
也并非职业演员，而是该院的团委书记
王瑞林，同时也是该院“小丑医生”志愿
服务队队长，新晋的“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

“‘小丑医生’的创意起源于欧洲。
我在一次全国会议上看到有关宣传片，
当时就非常着迷。让孩子不再害怕医
生，不再害怕医院，这样的事为啥不做
呢？”王瑞林说，在翻阅大量相关资料完
善想法并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后，“小丑
医生”志愿服务项目于去年9月在该院
正式“落地”。

回忆最初的推广过程，王瑞林笑言
“不是一帆风顺”。“小丑医生”的概念新

颖又陌生，让志愿者招募有难度；舍弃休
息时间排练，再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活动，
让力量薄弱的志愿服务队有压力；最难
的还是颠覆形象，从专业严肃的“白大
褂”到夸张鲜艳的卡通套装，不少医护人
员心里仍“放不下偶像包袱”。

“没啥好办法，一步一步琢磨着
来。”王瑞林把自己当成螺丝钉，把业
余时间交给“小丑医生”项目。跟孩子
互动时怎么说、怎么做动作，他一遍遍
推敲；怎样将“小丑医生”与医院工作
结合，他一次次尝试。不缺席每一次
活动，积累下的经验让他准确找出存
在的缺陷，并一项项改善。

“全国助残日时，我们进社区跟残

疾儿童的家长一起包饺子。因为孩子
的身体原因，现场氛围一直很压抑，人
们的情绪也挺低落。但瑞林带着队伍
一进门就不一样了。”濮阳市妇幼保健
院儿童心理卫生科主任陈书香说，孩子
们抢着跟“米奇”合影，“小丑医生”精心
编排的舞蹈让她这位老专家也放下“包
袱”又蹦又跳。

孩子们的哭声越来越少，欢笑越来
越多，“小丑医生”的品牌也越来越响
亮。王瑞林发起的“小丑医生”项目已吸
纳200余名医护人员加入，并在健康宣
教、特殊节日的主题活动中大显身手。
微博点击量 20 多万人次、视频播放
3400多万次的数据，也彰显着这群“小
丑医生”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弘扬雷锋精神不只靠
做好事，做好本职工作也是学雷锋。”王
瑞林最近将“小丑医生”搬进微信，通过
无偿接受咨询开辟新的服务阵地。“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就
是我们的幸福。”王瑞林说。③6

“小丑医生”让患儿绽放笑容
——记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小丑医生”志愿服务队队长王瑞林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魏国胜、
“全国优秀大学生村官”靳利现、“全
国助残先进个人”程勇、“全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标兵”张大奎……近年来，
黄河科技学院涌现出了一批品学兼
优的学生，展现了青年学子的高尚品
质、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这所高校何以涌现出这么多优
秀学子？3月9日，该校思想政治工作
室的唐爱云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
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
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
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
和行为习惯。为落实习总书记的要
求，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我校非常重视引导学生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该校通过
征文比赛、朗诵比赛、演讲比赛、微电
影创作、文艺晚会等同学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大学生中入脑入心，引导青年学生勇
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以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为目标，该校分层、分类做好辅导员
培养工作。学校将辅导员分为“学校核
心—学院核心—全体”三级梯队，通过
沙龙、集中研讨、专题讨论、挂职锻炼、
对接帮扶等形式，打造核心人才梯队；
将辅导员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素质教育、学生
事务5个业务主攻方向分类培养，提
升专业化水平；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
200的比例配备一线专职辅导员，打
通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双向流
动通道，打通辅导员职称、职级双线晋
升通道，还建立了辅导员单独表彰体
系，并将辅导员表彰奖励纳入各级教
师、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体系中。

“思政教育是‘人心工程’，不能自
说自话。与学生平等交流，了解年轻人
所思所想才能上好思政课、做好思政工
作，已成为教师共识。”唐爱云说。

为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该校实施“1234”工作法，从学
生扮演的“社会公民”“大学生”“黄科院
人”三重角色入手，引导学生成长成
才。其中，“1”即引导学生树立爱国爱
校爱学习目标，“2”即实施“朋辈领航”
和“导师护航”工程，“3”即全面开展公
民素质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和校史校
情教育，“4”即坚持集中教育与长期教
育相结合、全面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
合、严格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教
师教育与学长教育相结合，把立德树
人贯穿到学生学习生活全过程。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
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生，已成为同学
们的自觉追求。”该校医学院2015级学
生王玉鑫说。②40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日前，在洛阳市举行的地企合作
联席会议上，中信重工、洛阳LYC轴
承等16家企业分别与交通银行、工商
银行等现场签约149.58亿元，加上会
下签约合同额，将有858亿元银行资
金源源不断注入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位于吉利区的洛阳原
油商业储备基地、宜阳县的中基华夏
医药产业园等地企合作项目正加紧
施工。

地企合作已成为洛阳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途径和有力抓手。

地企牵手，结出累累硕果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布局的重
要工业基地，洛阳市目前拥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1900多家、各类研发机
构900多家，是全国拥有央企最多的

地级市之一。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形

象地把驻洛的众多央企、省企称为地方
加快发展最有价值的“富矿”，把洛阳称
为企业茁壮成长最可依赖的“沃土”。

如何厚植“沃土”、深挖“富矿”，
实现地企共赢？

2016年起，洛阳市委、市政府牵
线搭桥，驻洛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
金融机构与各县(市)区深度对接，每
季度雷打不动举行一次地企联席会
议。10次地企合作联席会议，共签约
产业项目 351 个，计划投资 2429.04
亿元。截至今年 2月底，已有 277个
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78.9%。

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一边是大量的科技成果“沉睡”，
一边是急需新产品的企业找不到好
项目。

在洛阳地企合作中，政府、高校、

科研院所齐发力，着力打通政产学研
深度融合通道、军民企地对接转化通
道、市场化运作通道和人才成长通道

“四个通道”，“唤醒”科研成果，推动
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依托地企合作搭建的平台，洛阳
共签约科技合作项目和传统企业智
能化改造项目167个，总金额182.23
亿元，先后有伊川县废矿物油再利用
等 31个项目成功落地转化，90个项
目顺利实施。

洛阳还积极搭建“工业产业产销
对接联动平台”，促进域内企业各类信
息共享互通。围绕机器人、轴承、农机
装备、硅光伏等产业链，成立产业联盟
16个，促进上下游企业配套合作。

破解难题，优化营商环境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是洛阳一家军民融合企业，受以前转
制和股权变更等因素影响，一直存在

着房产证件办理难的问题。
在地企合作2017年第五次联席

会议上，洛阳市把此问题列入督办事
项，很快协调解决了难题，并帮助企
业顺利完成“三供一业”剥离。“地企
合作帮了企业大忙，我们可以轻装上
阵、放心发展了。”该企业负责人深有
感触地说。

在地企合作中，洛阳市突出问题
导向，专门增加了解决企业项目建设
和发展中实际问题的环节，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洛
阳市通过工作通报、督查专报、会议
通报等形式督促推动，有效破除了企
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制约因素，为企
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据悉，下一步，洛阳市将深入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持续深化地企合
作，力争在产业提升、科技创新、产城
融合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设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带动全省
发展新的增长极。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3月 9日，全
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在淅川县举
行。副省长武国定参加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我省十年林业生态
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圆满收
官。不过，应该清醒认识到，我省还
存在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
景观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他强调，要
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争取在未
来十年内消灭全部宜林荒山荒地，平
原绿化要突出提质扩面，廊道绿化要
突出景观打造，着力抓好长江流域防

护林、太行山绿化、退耕还林、天然林
保护等国家和省级林业重点工程。
要加快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森林乡村
建设，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加大湿
地保护和建设力度。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淅川
县、西峡县荒山造林绿化和优质林果
基地。会议安排部署了2018年工作
任务，全年要完成造林 251万亩，森
林抚育 426万亩，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政府向省政府递交了今年林
业生态建设目标责任书。③3

洛阳市持续深化地企合作

沃土上开出产业之花

黄河科技学院

帮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郑州地铁首列A型车下线
载客量最多 将用于5号线

今年我省将完成营造林677万亩

3月 10日，在卢氏县横
涧乡淤泥河村，村民在装配
香菇袋料。该县通过对农户
发放小额扶贫贷款和引进农
业科技企业，建起香菇栽培
示范大棚 769 个，引领 11
个乡镇6000多户贫困群众
发展香菇生产，实现稳定脱
贫。⑨3 程专艺 摄

香菇生产
助脱贫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本报讯（记者 王平）随着“全面
二孩”时代的到来，在公共场所拥有
一个设施齐全、环境舒适的母婴室，
成为哺乳期妈妈们的实际需求。记
者3月 10日获悉，近日省卫计委、省
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计划用三年左
右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母婴设施体
系，明确提出到2018年年底，全省应
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
到80%以上；到2020年年底，所有应
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
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孕期、哺
乳期妇女和婴幼儿需求为导向，综合
考虑公共场所面积、人流量、母婴逗
留情况和用人单位女职工实际需求
等因素，建设和完善母婴设施。

《实施意见》对以下建设地点作
出指引：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
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超过1万
人的交通枢纽（含一级道路客运站
等）、商业中心、医院、公共文化场馆、

商务楼宇、工业园区、4A级以上旅游
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建
使用面积一般不小于10平方米的独
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同时，
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建立女
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女职工休
息哺乳室可以是单独房间，也可以在

“职工之家”内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
空间，确保舒适、隐秘、卫生和安全。
火车等移动空间，应按要求配置母婴
设施或提供便利服务。

省卫计委提供的母婴设施调研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应配
置母婴设施的场所有 1021处，已配
置的有691处，配置率为67.68%。

对于母婴设施的命名，《实施意
见》要求应统一标识，设置醒目的导
向标识，标识名称建议统一定为“妈
咪小屋”，也可使用其他统一规范的
名称，如“母婴室”等；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设置母婴候乘厅（区）、母婴专座
等；在乘车、登机和检票口针对孕期、
哺乳期妇女以及携带婴幼儿的乘客，
提供绿色通道或便利服务。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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