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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骏

本报讯 4月 18日，清晨7
点半，一场政企间的签约已步入

“进行时”。
“7点半？笔误吗？是8点

半吧？”早在签约前一天，这一略
显“奇怪”的时间已让接到采访
通知的记者们议论纷纷。

采访当日清晨，前去采访的
记者在路上看到，郑州街头忙碌
的清洁工尚未结束早晨的清扫，

“堵王”陇海路高架也尚显通畅，
而在郑州市工商局专业分局（下
简称专业分局）的院内已一片匆
忙：在一幅“向懒政者开刀；向勤
政者致敬”的横幅下，一位工作
人员一边将手中的鸡蛋塞入嘴
中，一边匆匆地向楼内“小跑
儿”。再过一会儿，一场签约仪
式即将举行。

参加签约的双方是阿里巴
巴集团（下简称阿里）和专业分

局，双方将开展战略合作，联手
对网络售假、欺诈等互联网“黑
灰产业”开展专项行动。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
飞速发展，网络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也日益增加，互联网“黑灰
产业”已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
精细的产业链。阿里集团安全
专家魏鸿表示，据媒体报道，寄
生于“黑灰产业链”的从业人员
目前已高达上百万人，每年的
资金流高达上千亿元，且呈现
病毒性扩张。

曾经，面对这些电商领域的
“毒瘤”，政企双方都面临尴尬：
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第一时间
可掌握线索，但无执法权限；工
商部门苦于二手信息而跟着假
货屁股后跑。

“通过阿里的大数据平台，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精
准线索。我们联手合作谋求共
赢。”专业分局局长李建华说，

“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不仅让
工商部门转变了监管方式，也

“刷新”着自身的工作理念。曾
经“按点儿上班”的机关之所以
将签约安排在早晨7点半，是为
了就凌晨刚刚抵郑、10点又要
离去的阿里工作人员的方便。

“高效、务实，走过这么多地
方，这里的官员让我们感动。”谈
及在郑的10个小时，阿里首席
风险官刘振飞有着这样的感触。

“时间上的‘小变动’，折射
出服务上的‘大进步’，值得点
赞！”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宋向清说，“清晨7
点半签约”，是政府从“经济建设
型”转向“公共服务型”的生动诠
释，“政府职能的定位，在宏观调
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
务与环境保护 5个方面，政府

‘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做好服
务，这是促成政府和社会取得共
赢的关键所在。”

签约，在清晨7点半举行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各级、各类教育间
可沟通和衔接，普通高校、职业
院校和成人高校间的学分可实
现转换……昨日，省教育厅发布
通知决定成立“河南省终身教育
学分银行”（以下简称“学分银
行”），为全省人民参加继续教
育、终身学习提供便利。

根据通知，我省学分银行将
以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为目
标，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
计制度，为广大学习者的学习成
果认定和学分积累、转换提供服
务。

据悉，学分银行是借鉴银行
特点，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对学

习者的各类学习成果进行统一
的认证与核算，是具有学分认
定、积累、转换等功能的新型学
习制度、教育管理制度和学分管
理机构。目前，国际上已经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
分银行制度。

那么，我省学分银行成立后
将承担哪些具体职责？

通知明确，学分银行不仅为
加盟学分银行的院校、行业企
业、教育机构、职业资格证书颁
发机构和学习者等提供学习成
果认定、学分积累和转换、学习
咨询、学分查询和出具学分证明
等服务，还会从继续教育入手开
展试点，建立课程证书、资格证
书、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等沟通

衔接的制度，探索实现广播电视
大学（开放大学）、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等不同教育形式相关专业
之间的有效融通。另外，学分银
行还能组织加盟院校、教育机构
等探索建立在线学习过程认定、
学分认证和转换机制，探索并推
进在线开放课程的应用，加强在
线课程学分管理。

据了解，学分银行成立后，
将很快试点开展相关项目。学
习者可通过学分银行管理与服
务平台申请注册个人学习账号，
注册成功后可获得相应服务。
学分银行的学分由学历教育学
分和非学历教育学分两种类型
组成。

河南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成立
建个人学习账号，积累学分可“兑换”大学本专科学历

本报安阳讯 内黄县亳城
乡村民起土时意外发现一个古
墓群，经过专家实地察看后初
步判断，此古墓群为商中早期
墓葬群。昨日，记者从内黄县
文物旅游局了解到，目前，该墓
葬群已被保护起来，还未进行
发掘。

昨日下午4时30分左右，
内黄县文物旅游局的一名工作
人员向记者证实，在该县亳城
乡岸上村一座砖窑附近确实发
现了一处古墓群。是今年3月
初村民在为附近的砖窑起土时
发现的。现在，被发现的古墓
群已经被专门保护起来。

据介绍，在该古墓群距地
表10米以下，发现有完整的棺
椁，并且有少量的青铜器碎片、
铜戈、人骨、兽骨、灰坑等遗
存。经安阳市考古研究所初步
钻探发掘，认为该墓群规模较
大，等级较高。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与省、市文物部
门有关专家实地察看后，初步
判断为商中早期墓葬群。

“现在由于受到条件限制，
我们担心在发掘途中有些文物

受损，所以现在还在保护中。”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省、市的专家领导正在研究方
案。

据《内黄县志》记载，商代
帝王太戊都亳，死后葬于亳都
东南。商中宗太戊陵遗址位于
内黄县亳城乡刘次范村，陵前
有宋开宝七年之碑碣。历代

“谕祭商中宗陵”，县志均有记
载。在发现的该墓葬群以东6
公里处是商中宗太戊陵庙碑。
墓葬群与商中宗太戊陵庙碑可
以相互印证，将为“太戊都亳”

“河亶甲居相”的记载及亳城古
称亳都的说法提供重要线索。

“从考古学角度，殷商早期
保存如此完整的棺椁还从未发
现，为研究殷商早期墓葬形制
及丧葬文化提供了目前国内仅
存的实物形制。此外，由于该
墓葬群距地表较深，对于地层
文化、黄河变迁等多学科都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内黄县文
物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已决定对完
整的墓葬进行整体提取，然后
逐一进行解剖分析研究。

砖窑起土 挖出个古墓群
内黄县发现疑似商中早期墓葬群
殷商早期保存如此完整的棺椁还从未发现

□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牛静芳 刘曼曼 通讯员 董联英 文图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马上就要五一了，
旅游市场将迎大爆发。景区门
票价格收费是否合理？景区内
商业服务价格是否合法规范？
记者昨日从省发改委获悉，为
规范全省旅游景区价格秩序，
维护游客合法价格权益，省发
改委近日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旅游价格专项检查。

据省发改委相关人士介
绍，此次专项检查采取全面检
查、交叉检查和暗访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检查内容
有五个方面，分别是：景区门票
价格执行情况、门票价格公示

是否规范、各种门票优惠政策
是否落实；是否存在强制销售
联票、强制搭售保险的行为；是
否按规定执行景区内观光车、
索道的运输价格；停车场收费
是否明码标价、公示牌是否规
范；景区内各类商业服务明码
标价是否合法规范等。

上述人士指出，对专项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各
地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
理，对典型案件将公开曝光。
如果广大游客在旅游观光中发
现乱收费问题，欢迎拨打当地
的“12358”价格举报电话进行
投诉。 线索提供 王怀涛

五一快到
遇旅游乱收费快举报
我省将开展旅游价格专项检查

考古现场，棺椁完整。

本报讯 记者从4月 18日
在成都闭幕的第十一届中国传
媒大会获悉，在汇总盘点2015
年全国传媒业业绩的评审中，河
南日报交上可喜的成绩单，荣获

“金长城传媒奖·2015年中国十
大党报”荣誉。

本届中国传媒大会于4月
16日—18日在成都举行，来自
全国 200 多家单位的代表出

席。大会以“互联网+传媒智
造”为主题，各抒真知灼见，深入
切磋研讨，贯穿了传承、交流、融
合、发展的会议主旨。

中国传媒大会是由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国内
著名高校联合打造的我国传媒
业界集产学研于一体的高端交
流平台。它汇聚了国内报纸期
刊、广播电视、出版传媒及新兴

媒体在内的精英，是中国传媒业
界共同参与的年度盛会。

河南日报一直以来，在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不断
创新改革，去年在多元产业经
营、走媒体融合发展之路方面成
效显著，在全国省报报纸综合指
标评比中一直位居前列。

（本报记者）

第十一届中国传媒大会成都闭幕

河南日报再获“中国十大党报”荣誉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2016年高招，河南
省将如何面向“农村娃”定向招
生？昨日，大河报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我省农村定向招生范围
已经划定。

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实施区
域囊括我省38个贫困县，分别
为：开封兰考，洛阳栾川、嵩县、

洛宁、汝阳、宜阳，平顶山鲁山，
安阳滑县，新乡封丘，濮阳范县、
台前县，三门峡卢氏，南阳南召、
内乡、镇平、淅川、社旗、桐柏县，
商丘民权、宁陵、柘城、睢县、虞
城县，信阳光山、新县、固始、淮
滨、商城、潢川县，驻马店新蔡、
上蔡、确山、平舆县，周口淮阳、
沈丘、太康、商水、郸城。

同样针对农村考生的高校

专项计划，今年在我省53个县
实施招生。具体区域是在上述
38个贫困县的基础上，增加15
个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包
括：洛阳伊川县，平顶山叶县，安
阳内黄县，新乡原阳，濮阳市濮
阳县，漯河舞阳，南阳方城，商丘
夏邑，信阳罗山、息县，周口西
华、扶沟，驻马店泌阳、正阳、汝
南县。

高考在即，我省划定农村定向招生范围
国家专项计划面向全省38个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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