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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 11月 7日，
大河报记者随省委宣传部“学
习贯彻十九大 文明创建惠民
生”主题采访团，先后参观了
许昌市区鹿鸣湖、中央公园、
北海、清潩河游园、人工湿地
等水系景区。

2013年7月，许昌市被水
利部列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试点。经过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2017年 4
月，许昌以92.5的高分顺利通
过水利部和省政府的联合验
收，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国第
二个获得验收通过的试点城
市，在全国树立了标杆，作出
了示范。

如今，许昌形成了以82公
里环城河道、5个城市湖泊、4
片滨水林海为主体的“五湖四
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

的水系新格局。其中“五湖”
指的是：鹿鸣湖、芙蓉湖、北
海、灞陵湖、秋湖湿地。市区
河湖水系水面面积达到6500
亩，蓄水量1000多万立方米，
并且每天有4个流量约30多
万立方米的补充水源在潺潺
流动，呈现出“河畅、湖清、水
净、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许昌真正成为一座在水声中
醒来的城市。

目前，许昌市区沿中轴水
系新建中央公园3300亩，临河
建设绿地游园1300亩、绿化面
积6500亩，新增近百处亲水码
头、平台、沙滩、泳池及游乐场，
新修150多公里木栈道、滨河
游园步道，打造百余处运动健
身场地，每天清晨、黄昏，在河
湖岸边和游园里，随处可见人
们健身、休闲的身影。

本报讯 昨天上午，由省通
信管理局、省委网信办主办的
2017河南省第四届互联网大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
自百度、京东、360、中兴通讯、
华为等国内互联网、通信业的

“大咖”纷纷前来助阵。
一亿人口的大省搭上网络

经济的快车，过去一年“互联
网+”河南做得如何？2017河南
互联网大会交出了“成绩单”。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河
南省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9380.3万户，居全国第5位；物
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15.6万户，
居全国第7位；IPTV用户总数
达到 468.3 万户，居全国第 8

位，同比增长97.8%，大量的用
户为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提供了
基础。”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宋灵
恩在大会上表示。

作为网络经济的直接体现，
新崛起的电子商务正在成为全
省经济发展的引擎。据互联网
大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河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9465亿元，增长27.4%；省级电
商示范基地、省级电商示范企业
分别达到56个、218家。全省跨
境电商备案企业超过4000家，
进出口总额750.8亿元，其中出
口547亿元。

而在这场电商浪潮中，不
少河南的互联网企业，已成为

国内同行业的标杆企业。如发
轫于河南的钢铁电商中钢网，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子
交易模式，为钢铁厂家、钢贸企
业、终端采购提供全流程服务。

在民生方面，互联网也逐
步消除信息不对称，精准匹配
资源。“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远程会诊中心，每年有十万
病人通过远程医疗得到诊治，
缓解了省内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偏远地区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负责集成该项目中心的河
南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该会诊中心已经接入130
多家医院，可以覆盖全省所有
市县。

本报讯 支持小微企业，助
力脱贫攻坚。昨日，河南省财
政厅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
行在郑州签署“河南省小微企
业政府采购扶贫贷款工程”战
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省
小微企业最高将获得500万单
笔信贷资金。

据介绍，为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这一问题，省财政
厅探索以政府采购合同信用为
切入点，以政府采购合同的支付
能力为保障，通过合理管控供应
商政府采购合同账号，将合同资
金直接支付到供应商在放贷银
行开设的账户上，降低银行放贷
风险，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早在2013年，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和河南省农业开发公司
所属郑州市联创融久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就开始了合同融资试
点，推出“政采e贷”和“政府采
购贷”等产品，优化贷款流程，降
低贷款成本，取得初步成效。

通过这样的探索，省财政
厅有中标企业资质审查和财
政付款资金保障优势，而国开
行河南省分行有批量、低成本
资金优势。根据协议，两者联
合创建“小额批发贷款”模式，
对中标小微企业批量提供单
一需求不超过 500 万元的信
贷资金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促进提高政府
采购质量和效率，同时带动扶

贫。
协议实施过程中，省财政

厅推荐政府采购中标企业选择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作为合作银
行。国开行河南省分行结合自
身优势，大力推进政采扶贫贷
款工程实施，通过郑州市联创
融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作为统
贷平台，向中标小微企业批量
发放贷款。力争在5年内合作
额度达到100亿元。

为了助力脱贫攻坚，统贷
平台将在省财政厅指导下，与
南乐县、上蔡县等地方政府结
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
有效帮扶，每贷款1000万元精
准帮扶一个贫困人口，并确保
扶贫成效。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党的十
九大代表、著名作家凌解放（笔
名“二月河”）走进省人防办，为
全省1500多名人防干部宣讲
十九大报告精神。作为党代
表，也作为历史小说作家，二月
河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坚定文化自信”两
方面的阐述感受颇深。他以生
动深刻的历史典故及事实，鼓
舞在座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
醒，要有“健康积极的立场”。

对于反腐败斗争，十九大
报告提出，“巩固压倒性态势、
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
如磐石”。对历史颇有研究的
二月河，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力度的
反腐败斗争，“读遍二十四史都
找不到”，十八大以后，全党全
国人民被发动起来进行反腐，

有如“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
二月河呼吁党员干部，“把反腐
斗争的压倒性态势持续下去”，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骄
傲自满，不能反弹。

此外，作为一名文人，二月
河对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自
信”的阐述也情有独钟。十九
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二月河认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弹
性，即使历经磨难，也仍旧能站
立起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
要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优势、特
点、劣势有所了解，进行梳理。”
二月河鼓励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中国的文化。

2017河南互联网大会交出过去一年“互联网+”成绩单

我省互联网用户总数全国第五

@全省大学生
一百字誓言说出你的青春梦

□记者 傅豪

□见习记者 杨书贞

接力奋斗放飞青春梦想，不
懈努力书写人生华章。今起，团
省委、省学联、大河报联合启动

“一百字青春誓言 一百万心声
向党”主题征集活动，面向全省
大学在校生征集十九大报告学
习感言。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总书记对青年一代寄予殷
切期望。即日起至11月30日，
欢迎全省在校大学生拿起你手
中的笔或者手机，畅谈你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收获和体会，讲
述你的励志作为，抒发建设梦
想，展望成长未来。发来能够表
达心声的100字或3分钟视（音）
频，让我们领略你勇担时代大任
的青春风采吧！

作品要求：
1.紧紧围绕十九大报告内

容，自选角度。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

足本职工作，有感而发，清晰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写出
真情实感。

3.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论
述精当，语言流畅。

4.文稿、视频、音频要保证
真实、原创，严禁抄袭。

5.文字控制在100字左右。
6.视频、音频控制在 3 分

钟以内。

投稿方式：
1.邮箱投稿：来稿请发送

至dahekehuduan@163.com。
2.直接投稿：文字作品还

可登录大河客户端在“一百字
青春誓言一百万心声向党”活

动专区直接报名投稿，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参加。

3.微信投稿：
可在大河报官方微信（微

信号：dahebao19950801）。团
省 委 官 方 微 信 ( 微 信 号 ：
xxb1812)，河南省学联官方微
信（微信号：hnsxs1hh）对话框
直接留言投稿。

上述投稿方式任选其一即
可。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所
在院校班级、手机号码等信息。

82公里环城河道、5个城市湖泊、
4片滨水林海

许昌成为
在水声中醒来的城市
□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朱宁 张艺潇 文图

为全省人防干部做宣讲

二月河：把反腐斗争的
压倒性态势持续下去
□见习记者 彭飞

省财政厅“牵手”国开行河南省分行

五年百亿贷款
助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
□记者 梁新翠

市民们在水边嬉戏玩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