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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第一书记 大河爱心助学
大河报创刊 22 周年特别活动

精准脱贫助学圆梦
寻找寒门优秀学子

爱心汇聚
今年要帮 1020 名
贫困大学生

大河报爱心助学向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

2017 年，大河报爱心助学行动
在盛夏又一次起航。
截至 6 月底，大河报爱心助学平
台已募集多家企业、机构捐助善款
550 万元，可救助寒门学子 1020 人，
每人给予至少 5000 元助学金。这
些项目包括：

□记者 刘同洲 谭萍

核心提示 | 志存高远，努力成长。他们，是生活困顿中不辍求学的寒门学子。
攻坚克难，心系民生。他们，是扎根乡村熟悉基层的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是当下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任务，是全省头号民生工程。脱贫先扶智，提升贫困
家庭的“造血”功能，是实现脱贫的一个有效途径。为践行精准脱贫的媒体责任，将募集而来的公益
助学款用于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地区优秀学子，即日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扶贫办、省驻村办联合
推出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动，为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请第一书记推荐身边优秀的寒门
学子，以助其圆梦大学。

大河报爱心助学联合浙江利群
阳光助学行动，寻找 100 名品学兼
优的 2017 年高考本科录取新生，一
次性资助每人 5000 元；
联合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
基金会，
寻找 200 名今年考上大学的
河南特困学子，
每人资助10000 元；

大河大爱
七年助学路
初心不改

联合河南省福彩中心，寻找 300
名河南应往届优秀贫困大学生，每
人资助 5000 元；

从创刊之初，大河报一直关注
教育、倡议爱心助学。

联合郑州宇通公司，寻找 100
名今年考上大学的本科生，每人资
助 5000 元。

爱如潮水
在这片热土上
渐成磅礴之势
机构、
企业纷纷出手
今日扶一智
他日富一群

2011 年
大河报爱心助学平台搭建，当
年即携手利群阳光助学行动，资助
全省 100 名考上大学的应届贫困本
科生。
…… ……

2013 年
大河报在新浪官方微博发起“鸡蛋换学
费”微公益活动，每转发一次微博，就为寒门学
子攒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等于 1 元学费。最终，
该微博被转发 30 多万次，虚拟的爱心符号换到
了 50 万元实实在在的助学款。

2014 年

为更加精准地帮助贫困学生，
大河报爱心助学还和河南省老促会
一起，面向 10 个革命老区县（固始、
新蔡、伊川、叶县、舞阳、方城、潢川、
光山、新县、沈丘），寻找 200 名贫困
生，由河南省老区建设基金会出资
100 万元，
每人资助 5000 元。
另外，大河报爱心助学平台还
联合河南省老促会、河南省教育厅，
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河南省 12
所高校，资助 4 年全免费贫困生 120
人。申报资助的学生，必须是国家
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国家及省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学生。
截至 7 月 15 日 17 时，我省普通
高招提前批录取工作除艺术类外已
全部结束，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的
录取也同时结束。这其中，不乏贫
困地区的贫困学子。帮他们一把，
相信这爱，必能点亮他们的人生。

ove

曾经在网上倔强暴走近 3 个月的“鸡蛋”走入现实。在
大河报“鸡蛋换学费 为爱马拉松”的活动现场，2000 多名爱
心人士身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T 恤，一同站在七彩梦想
的起跑线上，
为寒门学子
“跑”
出 140 多万元助学金。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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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鸡蛋换学费 众筹聚微爱”项目路演进行，尝试通过众筹
的方式，
动员更多爱心人士参加，现场就有人参与捐款。
…… ……
7 年来，越来越多的爱心，汇聚成
奔流的大河。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
慈善总会、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
基金会、郑州宇通公司、河南省老促
会、河南省福彩中心相继加入，大河

报爱心助学平台的力量不断壮大。
从最初资助 100 名贫困生，到 2016 年
资助 350 余名学生，大河之爱已累计
惠及 1450 余名河南寒门学子。

助力寒门
国家与社会共燃希望之灯
每年 7 月，大河报爱心助学直通
车都会准时启程，驶入乡间、山村，去
寻找最需要帮助的寒门学子，发掘他
们的励志故事。
家徒四壁，满墙的奖状是最耀眼
的装潢；命运坎坷，却对生活之痛报
之以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样
的寒门少年，经历风吹雨打，精神愈
发昂扬，
志向愈发高远。
这些孩子，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
候，总有一盏希望之灯为他们亮起。
点燃这盏希望之灯的是国家与社会。
2007 年至今，国家在高等教育阶
段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加速
完善，
“ 确保不使一名考上大学的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入学”
“确
保不使一名在校大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的资助目标，给了寒门
学子求学的希望。即便家里穷困，他
们也可以拿着录取通知书直接走进
大学，通过“绿色通道”按时报到。大
学期间，他们可以通过国家和学校设
立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
及社会捐助等完成学业。
同时，国家还积极引导和鼓励社
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面向高校设立奖
学金、助学金，共同帮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每年
此时，总有一些爱心企业主动与大河
报联系，
想给寒门学子多一些帮助。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采矿权转让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三门峡服务区餐厅装饰改造项目
已批准实施，
现进行招标。
现有鲁山县顺立矿业有限公司温汤庙温泉采矿权转让，采 1、要求资质资金已落实，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矿许可号为 C4100002011051120113537，矿山位于河南省鲁 承包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山县赵村乡中汤村境内。矿区面积：0.307 平方公里，露天/地下 叁级及以上资质）齐全。
2、
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7月17日-7
开采，生产规模为 1.28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至 2021 年 05 月。 月21日到连霍高速K816处三门峡服
务区北区二楼综合办领取招标资料。
转让价格 900 万元。
3、联系人：王先生
垂询电话：13503759998 蒋先生
电话：0398-290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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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2.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路东（大学路 40 号）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6369622
65796171
67947825
65970450

66302345
65796172
67425030
65970445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洛阳服务区文明创建整
修工程项目已批准实施，
资金已
落实，
现进行招标。
1、
要求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齐全。
2、
有意向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7 月 21 日到连霍高速 K680
公里处洛阳服务区领取招标资料。
3、
联系人：
王先生
电话：
0379-6707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