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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7 月 20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年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在河南的招生工作
已经顺利结束，截至目前，两校分
别录取考生 198 人、200 人，加上今
年计划招收的空军飞行员尚未录
取计入，今年最终圆梦清华北大的
河南学子都有望突破 200 人。

据介绍，今年，清华大学在豫
计划招生 102 人，由于生源质量
高，最终录取 198 人，包括保送生
13 人和艺术类（美术学院）7 人。
通过高考共录取 178 人，其中，理
工类 156 人，理科录取分数线为
685 分；文史类共录取 22 人，文科
录取分数线为 634 分，再次蝉联
国内高校在豫招生分数线榜首。

据清华大学河南招生组组长

谢旭东介绍，9 月份清华飞行学员
班最终录取时，预计还会出现河南
新生，由此今年将会有超过 200 名
考生圆梦清华，招生人数连续十年
持续增长。

北京大学目前共录取河南考
生 200 名，其中计划内招生 134 人、
扩招 11 人、自主考生录取 41 人，竞
赛与小语种保送生录取 14 人，由
于空军飞行员尚未录取未计入此
数，今年北大在河南招生数将首次
突破 200 人大关，河南省已成为北
京大学在京外地区招生数量最多
的省份。

今年，北大在豫理科一批录取
分数线 683 分，文科一批录取分数
线 622 分，医学部 674 分，医学部

（护理）661 分。③6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实习生
潘 迪）7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 6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郑州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不含保障性住房，
下同）同比上涨 5%，但今年以来首
次出现环比涨幅持平，郑州楼市价
格上涨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6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的
城市有 1 个，同比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环比下降的城市增至 55 个，
其 中 我 省 的 洛 阳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价格环比下降 1.2%，平顶山环比
下 降 0.6% ；持 平 的 城 市 有 7 个 ，
包括我省的郑州市；上涨的城市
有 8 个。

省房地产业商会常务副会长
赵进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政府
应该加快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
实施合理的金融政策，限制供应商
业用地。企业要量力而行，不拿地
王、不贷高息款，不拼业绩，做好成
本控制。对消费者而言，在这样的
时间点，刚需消费者可以考虑买
房，投资投机者需要谨慎。③9

本报讯（通讯员龚立堂 王博）
大别山下老区情，谁是最美信阳
人？眼下，这个话题不仅成为信阳
人关注的热点，而且迅速引起关注
信阳的人热议。近期当地媒体接
连刊发“寻找发现‘最美信阳人’”
的报道。截至 7 月 15 日，当地已征
集报道线索 1329 条，刊发典型事迹
126 人次。

他们中有 20 年如一日痴心环
保事业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
者叶榄；13 年间自费 2000 多元寄
出上千封信件，把拾到的身份证、
合同、发票等各类证件，按照上面
的地址一一寄给失主的拾荒花甲

老人邱胜华；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
结发妻子 5 年之久的 82 岁老人范
慕岳；任职 8 年，共为在广东惠州的
信阳务工人员维权 500 多起，被誉
为惠州“最牛信阳人”的息县总工
会驻惠州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贾
中原……

此 次“ 寻 找 发 现‘ 最 美 信 阳
人’”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是信阳继
去年开展首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后的又一次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旨
在为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掘平凡中的伟大，营造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为实现“中国梦”持续加力。这不

仅符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要求，也是信阳加快“勇当中
原经济区建设前锋”进程的现实需
要。信阳地处河南的南大门，是全
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曾涌
现出一大批革命英雄，孕育了“坚守
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斗，勇当前
锋”的大别山精神。自古以来，信阳
人坚韧不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吃苦耐劳、爱国如家、忠于社会、勇
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代代相传。

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信
阳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市，
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达 260 多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信

阳涉外输出劳务达 13 个国家和地
区。近年来还先后涌现出了党的
十八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黄久
生，2005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魏
青刚，河南省第四届道德模范许光
等，他们不仅是信阳人的杰出代
表，而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
可或缺的正能量。

此次信阳市“寻找发现‘最美
信阳人’”系列评选活动，今年 4 月
初开始宣传发动，12 月份命名表
彰，将历时 9 个月。评选活动将产
生 10 个类别的代表，即最美乡村教
师、最美乡村医生、最美农民、最美
农民工、最美村干部、最美环卫工、

最美社区工作者、最美市民、最美
护士、最美返乡创业者。其他类别
如果有事迹特别突出的最美人物，
也可推荐。为了达到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的效果，信阳市将充分发
挥媒体和各界群众的智慧与力量，
面向基层不拘一格，在广泛寻找、
发现的基础上，筛选并确定 30 位

“最美信阳人”候选人。对候选人
不仅要考量业绩贡献，更要突出最
美特质，要具有社会公信度和影响
力，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最
终通过投票平台交由社会各界进
行投票，评选出 10 位“最美信阳人”
进行表彰。③9

本报讯 （记者宋 敏）7 月 18
日，2014 年全省烟叶收购暨现代
烟草农业建设工作会议在郑州召
开。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
烟叶产区采取有效措施压缩预留
烟田、优化种植布局，全省预留烟
田面积由年初的 130 万亩压缩到
93.87 万亩，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
我省的计划以内。

根据今年严控规模的情况，我
省对农户规模采取控大压零，100亩

以上大户由1831户压缩到1157户，
20 亩至 50 亩农户成为烟叶种植主
力军。积极调整品种布局，全省推
广种植豫烟系列特色品种 16.87 万
亩，并在10个产区建立了60万亩浓
香型特色烟叶核心示范区。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现
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 42 个，其中
列入国家级计划 37 个，特色烟基
地单元达到 10 个，覆盖烟叶种植
面积 82 万亩。③10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实习生
丁宝秀 通讯员柴明清）7 月 20 日，
从省森林公安局传来消息，为期 3
个月集中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的“2014 天网行动”取得
重大战果，共清查整治各类市场
184 个、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等相
关企业 57 家，收缴野生动物 3277
只（头），野生动物制品 1408 件。

为切实保护我省野生动物资
源安全，今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省森林公安局在全省开展了为期
3 个月、代号为“2014 天网行动”的
集中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非法猎
捕、非法收售野生动物行为，非法
收售和走私象牙、犀角、虎豹皮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行为，非法运输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

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共出动森
林公安民警 21946 人（次）；省森林
公安局派出 5 个专案组在郑州、开
封、洛阳、新乡、南阳五地开展集中
查处行动，共收缴象牙及其制品
83.9 千克，玳瑁标本 22 只，暹罗鳄
标本 1只，盔犀鸟、羚羊角等其他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80 余
件。③12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7 月 17
日，省环保厅公布了对 13 家企业
下达的环境违法处罚决定书，河南
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共
被处罚 426 万元。其中新乡华星
药厂被连下两张行政决定书，被处
罚 188 万元。

这些被处罚的企业中，新乡华
星药厂和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被处罚最多的企业。

新乡华星药厂在 4 月 7 日至
11 日的总排口化学需氧量排放浓
度日均值范围为 93.83 毫克/升至
104.71 毫克/升，超过海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75 毫克/升。省

环保厅责令该企业立即纠正环境
违法行为，并给予上一年应缴纳排
污 费 总 额 5 倍 罚 款 ，共 计 143 万
元。此外，省环保厅又针对该厂两
个擅自投入使用的锅炉开出 45 万
元罚单，两张罚单累计 188 万元。

河南天方药业今年 4 月 5 日零
时至 9 日 23 时，废水总排口化学需
氧量排放日均值浓度连续超标，被
处上年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3 倍罚
款，共 79 万元。

此外，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1家企业，也因环境违法，被处以 5
万元至35万元不等的罚款。③6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实习生
张 媛）从今日起，郑新城际公交
票价将统一恢复为 16 元。

7 月 17 日，记者从郑州交运
集团获悉：自 7 月 21 日起，因郑
州黄河大桥（老 107）豫北段封闭
施工，郑州至新乡城际公交需绕
行郑新黄河大桥（新 107）。为确
保郑新城际公交正常运营，经郑
州 交 运 集 团 与 新 乡 运 输 集 团 商

定：郑新城际公交线路票价将恢
复原票价 16 元，待郑州黄河大桥
修好正常通行后，继续实行优惠
票价。

据悉，今年 5 月 1 日起，郑州
交运集团对郑州发往新乡的城际
公交实施了降价，其中郑州汽车
新北站发往新乡总站票价下降到
12 元，郑州汽车客运总站发往新
乡东站票价下降至 14 元。③6

坐在电脑前轻点鼠标，特色
农产品就能销往全国甚至国外，
这已不是梦想。7 月 18 日，河南
省农村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就业项
目启动，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帮助
1 万名农村青年直接或间接通过
电子商务成功创业。

镜 头
在活动现场，记者遇到了来

自舞阳县辛安镇的王一涵，她告
诉记者，2012 年冬天，她看同学家
的“春峰粉条”在当地卖得挺火，就
开了一家网店，专卖“春峰粉条”。

王一涵没上过大学，找工作
没学历，创业又苦于没资金。“开
网店低投入、无门槛。”她说。

让她想不到的是，网上的生
意十分火爆，不仅有全国各地的
买家，还有澳大利亚、美国、法国
等国外的生意也找上门来。如
今，网店每月的销售额能达到三

万左右。
但是，想扩大网店经营却并

不容易，“不知道怎么运营推广。”
王一涵说。这也是很多农村青年
开网店遇到的困扰。

现 状
现如今，电子商务正成为越

来越多特色农产品、土特产俏销、
远销的有力推手。来自阿里巴巴
的数据显示，2013 年阿里平台农
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112.15%，其中
生鲜类同比增长 194.58%。

团省委副书记孙巍峰表示，让
“菜园子”直接对接“菜篮子”，有效
降低了交易时间和成本，还可以帮
助农户直接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
指导农户进行有效的生产。

记者了解到，每年我国进入
流通领域的生鲜农副产品价值总
额高达数万亿元，但通过电子商
务流通的农产品仅占 1%左右。

我省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团
省委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省

青农联”1 万多家专业合作社中，
通过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比例很
少。究其原因，除了受货源、仓
储、配送的限制外，还有人才短
缺，“农产品网上淘金，急需一批
既了解农业、农村，又有市场敏感
和互联网知识的人才。”

举 措
据悉，省农村青年电子商务

创业就业项目启动后，将着力从
加强培训、提供贷款等 5 个方面为
农村青年提供服务。

首先在淘宝网特色中国·河
南馆建立省青农联农产品展销页
面，开展集中展销活动，解决青年
农民销售渠道难题；举办“河南省
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培训班”，
加强青年网上创业帮扶和青年网
上创业示范培育；开展“河南省青
年电子商务创业小额贷款项目”，
帮助从事电商运营的青年商家解
决资金周转难题；评选“河南省十
大杰出青年电商”，吸引更多的青
年人才加入到农产品电商运营的
队伍；创立“河南省青年电子商务
创业园”，实行农产品电商规模化
运营。该项目实施时间拟为 3 年，
计划开展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培训
5000 人次，发放青年电商小额贷
款 1000 万元，帮助 1000 名青农联
会员建立淘宝店铺。

“我们将通过青农联的组织
网络优势和淘宝网络的电子平台
优势，提升农村青年电子商务从
业技能，建立产销一体化的农商
对接信息平台，进一步促进农村
青年电子商务和农产品市场信息
繁荣发展。”孙巍峰说。③7

郑大河大理科投档分创新高

清华北大在豫招生均超200人

郑州房价涨势放缓

弘扬真善美 践行价值观

大别山老区寻找“最美信阳人”

我省有序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

严控烟田面积 推广特色烟叶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取得重大战果

收缴野生动物3277只（头）

13家企业因环境违法
被罚426万元

今起坐郑新城际公交得花16元

河南省农村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就业项目启动

助力创业者“网”罗大市场

□本报记者 冯 芸

7 月 19 日，建设者正在卢氏
县汤河乡高里坪村的山崖上凿岩
修路。再有 1 公里，从汤河乡政
府到该村的山路就通了。

高里坪村位于卢氏与栾川交
界处的大山里。去年 7月，当地政
府开山为村民们修路，施工难度
很大，一年时间仅修了 2.7公里。

施工工地上，每天都有村民赶
来看进度，他们都盼望这条“富民
路”早日贯通。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7 月 20 日，107 名美国高中师生走进少林寺，开始了在河南为期 10
天的“汉语桥”夏令营。在河南期间，美国中学生将学习少林武术和汉
语，以及剪纸、书法、折纸、编织等中华才艺。图为他们在感受中国茶
文化。⑤3 赵力文 李亚栋 摄

打通最后1公里山路

政府修路政府修路，，村民们致富有了希望村民们致富有了希望。。

■2014年高招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
王绿扬）7 月 18 日，我省高招本科
一批开始投档。记者获悉，今年郑
州大学的理科投档分为 591 分，高
出省一本线 44 分，再创新高；文科
投档分为 556 分，高出省一本线 20
分。河南大学在省内文科最低投
档线为 544 分，高出省一本线 8 分；
理科最低投档线 570 分，高出省一
本线 23 分，再创新高。

据介绍，郑大校本部 2014 年
本科计划为 13630 人，与去年基本
持平。其中重点本科批次计划为
9840 人，本科二批计划为 1640 人，
本科三批计划为 2150 人。

今年该校在河南省本科一批
的计划为 4201 人，比去年增加了
600 多人。扶贫专项计划也由去

年的 200 人增加到今年的 300 人。
在本科一批录取中，文科类，

金融学、财务管理都高出重点线
40 分以上；理科类，临床医学、会
计学、金融学都高出重点线 60 分
以上，其中临床医学的最低分为
615 分，最高分为 643 分。

河大今年在省内共投放普通
类本科一批文科计划 905 人，理科
计划 1751 人，实际投档人数分别
是 951 人、1839 人。

从接档情况看，不少专业第一
志愿即可完成招生计划，一些优势
专业如经济学、英语、工商管理、土
木工程、建筑学、临床医学等专业
第一志愿上线率平均在 500%以
上，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第一志
愿上线率在 1000%以上。③6

7月20日，郑州至徐州客运专线宁陵段桥梁工程正在铺设中。郑徐铁
路客运专线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350公里，初期运营速度每小时300公里。
按照工程计划，该专线将于2016年建成通车。⑤3 吕忠箱 徐华新 摄

建设者在岩石上凿眼放炮修路建设者在岩石上凿眼放炮修路。。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根据
2014 年普通高招录取工作安排，
我省普通高招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
科批、本科一批、地方农村专项计划
本科批、艺术类本科 B段、对口本科
征集志愿信息定于 7 月 21 日上午
8：00在省招办网站（http://www.heao.
gov.cn）和 河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http://www.heao.com.cn）公布。
征集志愿期间，考生可凭本人

账号和密码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http:/pzwb.
heao.gov.cn）进入填报志愿界面，查
看本人档案运转状态，凡符合报考

条件，当前考生状态为自由可投的
考生，均可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完
成网上志愿填报操作。已被录取、
预录取及阅档状态的考生不得填
报，即使误报也无法投档。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批、
本科一批、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
科批、艺术类本科 B 段、对口本科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均为 7 月 21 日
8:00~18:00。

省招办提醒考生注意填报征
集志愿时间，且保管好自己的账
号和密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及损失。③9

今日多个批次征集志愿

本报讯 （记者郭 戈）7 月 18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进一
步推进我省信息产业发展，提升经
济社会信息化水平，今年省财政安
排信息化专项资金 1 亿元，重点用
于解决我省信息产业发展的薄弱
环节和关键领域。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透露，专
项资金中将安排 8000 万元专项
支持“两化融合”和新兴业态及信

息产业发展，安排 2000 万元用于
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奖励。

据了解，“两化融合”主要指信
息化和工业化高层次的深度结合，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
进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核心就是信
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模式，专
项资金将重点支持信息化综合集成
创新、服务型制造、两化融合信息化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③11

省财政筹措资金 1 亿元

支持我省信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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