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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7 月 6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为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坚决遏制各种乱收
费，省发改委于近日启动全省涉企
行政事业性和中介服务收费检查。

此次检查的范围是所有具有
涉企收费行为的行政机关、事业单
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中
介机构，涉及行政审批前置、市场
监管和准入等具有强制垄断性的
涉企经营性收费单位、行业协会

（商会、学会）等。
以下五类单位被列为主要检

查对象：2013 年以来取消、停征、
减免收费项目较多的部门，如农
业、交通、质检、食品药品监督部
门等；行政审批前置事项较多的
部门；涉及进出口环节收费的部

门，如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等；设置垄断性服务收费的行业
和部门；代行政府职能、借助行政
权力，开展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
介服务并收费的社会团体和中介
机构。

全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聚
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重点查处
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包括：继续收
取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前置服
务收费；中介服务机构乱收费；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此次检查将特
别加强对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乱
收 费 行 为 的 查 处 。 企 业 可 拨 打

“12358”价 格 举 报 电 话 或 登 录
“12358 网上价格举报系统”反映
乱收费问题。③7

全省开展涉企收费检查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7 月 6
日记者获悉，省环保厅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环境管理的通
知，要求自本月 31日起，机动车换
发环保标志应到有资质的机动车
检测机构进行环保检验。

根据通知，自今年 7 月 31 日
起，车主换发机动车环保标志，应
到取得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机构
进行环保检验，上线检验合格的，
凭有效的环保定期检验报告和机

动车行驶证，在机动车检测地核发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检测不合格
的机动车，应进行维修治理，并经
原检测机构再次检验合格后，再行
核发环保标志。

我省推进国家、省、市三级机
动车排污监管平台建设，各环检机
构应按照要求预留机动车检验数
据接口，并按照公布的统一数据格
式实现监测数据信息与河南省机
动车排污监管平台联网。③7

我省规范机动车环保检验
建设国家省市三级机动车排污监管平台

“对照银行贷款利率和普通金
融产品的回报率，多数情况下，明
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
资陷阱。”7 月 6 日，省政府金融办
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回
报超过国家规定贷款利率 4 倍以
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投资者可据
此判断回报是否过高。”这位负责
人表示，一个企业正常的年利润一
般不会超过 20%，超高的投资回报
不可能维持太久，其中必有非法诈
骗行为。

如何辨识非法集资的真实面

目？据悉，投资者可以通过政府网
站，查询相关企业是否为获得国家批
准的合法上市公司，是否获准发行公
司股票、债券等。如果不具备发行、
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
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集
资。若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咨询公
司”、“产权经纪公司”等名义推销所
谓即将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股
票，投资者也可通过政府网站查询其
是否获得发行资格。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与
高风险是相伴并存的。”省政府金
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犯罪分子的
目的是骗取钱财，“快速致富”、“高
回报、零风险”极有可能是“请君入
瓮”的投资陷阱。③7

警惕过高回报的投资陷阱
□本报记者 郭 戈

本报通讯员 高明华

■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④

本报讯 （记者杜 君）7 月 6 日，记者从
位于郑州的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
心了解到，该研究中心副主任杜红岩研究员
主持的项目“杜仲育种群体建立与综合利用
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日前通过国家林
业局验收。项目选育出的 10个杜仲良种通
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项；绘制
完成杜仲全基因组精细图，成为我国第一个
天然橡胶植物基因组精细图和世界上第一
个木本药用植物基因组精细图。

专家表示，该研究确定了杜仲橡胶高
效合成的上游途径、关键酶基因和关键时
期，对我国杜仲橡胶新材料、木本油料和现
代中药产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解决天然橡胶资源匮乏问题奠定了坚实
基础。

据介绍，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被
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卫生及航空、军
事等高科技特殊领域。由于我国适宜种植
天然橡胶的范围非常有限，对国外依存度高
达 80%，开发第二橡胶资源迫在眉睫。

杜仲又名胶木，是第四纪冰川留下的古
老树种和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名贵木本药
用树种，更是世界上适用范围最广的重要胶
原植物。它的树叶、树皮、树根和果皮等均
富含一种白色丝状物质——杜仲胶，是除三
叶橡胶外最具开发潜力的天然橡胶资源和
特有的国家战略储备资源。

为支撑杜仲产业快速和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对杜仲长期育种工程与综合利用技术
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具有良好产业化前
景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育种工程研究方面，研究团队在全国
27 个省区市收集杜仲种质资源 1000 余份，
搜集国外种质资源 18份，建立了我国最大的
杜仲基因库，选育出“华仲 1 号”～“华仲 12
号”等杜仲良种；完成了杜仲全基因组精细
图绘制工作，揭示了中国杜仲的遗传多样性
和基因交流程度，初步建立了杜仲遗传转化
体系。

在栽培模式创新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方面，研究出的杜仲果园化栽培模式，实现
了杜仲培育技术历史性突破和重大创新，引
起国际天然橡胶界的轰动。在河南、山东、

陕西、甘肃、湖南等地技术示范成效显著，河
南省杜仲高产果园盛产期亩收入达 6000元
以上，比传统栽培模式提高 5000元。

在综合利用技术与产业化开发方面，首
创杜仲雄花茶饮料、杜仲红茶等，研究出杜
仲油精炼、亚麻酸油抗氧化及杜仲亚麻酸软
胶囊生产技术；研发出国家发明专利“一种
利用药用植物剩余物生产的功能饲料及其
制备方法”，杜仲叶功能饲料能够明显改善
鸡和猪的肉质，同时能显著降低鸡蛋中胆固
醇含量。

杜红岩表示，杜仲产业涉及橡胶、航空
航天、军事国防、船舶、交通、通信、电力、医
药、农林、食品、畜牧水产养殖、生态建设等
领域，产业化前景十分广阔。③6

我省杜仲育种与综合利用技术获重大突破

世界首个杜仲全基因组精细图绘出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滑清泉）7
月 6日，记者从驻马店市获悉，该市日前在浙
江省永康市举办的驻马店（确山）—长三角

（永康）优势产业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共
签约项目 26 个，总投资 98.6 亿元；洽谈对接
意向项目 27个，意向投资 68.8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有三个特点：一是项目体
量较大。合同投资 5亿元以上项目 4个，总投
资 50.1 亿元，占本次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的
50%。二是主导产业突出。26个项目中符合
确山县主导产业的项目有 22个，占本次签约
项目的 85%。三是合作领域广泛。签约项目
不仅突出了建材这一主导产业，还涵盖了新
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等领域。③10

驻马店在长三角引资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7月 6日，记者从
省科技厅获悉，日前在深圳举行的“MAKER
OPEN国际创客公开赛”上，我省首批国家级
众创空间代表——郑州创客空间取得了三等
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据了解，这次大赛共有来自美国、意大
利、奥地利、日本及国内的 12 支创客团队参
加决赛。围绕主办方设定的主题“琴棋书
画”，参赛选手（团队）要在 48 小时内通过团
队头脑风暴、现场设计、模具搭建、产品调试
等环节完成比赛作品，并进行路演。郑州创
客空间参赛团队经过精心斟酌，确定参赛作
品思路：打造一个通过感应手套与观众互动
的电子音乐喷泉，并在水池底部用磁铁和铁
粉做出一条戏水的鱼儿。创客们通力协作，
动手建模，操作 3D 打印机和激光切割机，用
丰富的科技艺术元素和互动体验表现了这一
主题，赢得了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③6

郑州创客空间深圳获奖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许天胜 张
宗桥）7月6日，记者从长垣县政府获悉，由武汉
理工大学和卫华集团共同研制生产的一台自
重 570吨的特大型挖泥机，经科技部专家组验
收通过，结束了我国没有自主研发、自行设计
制造特大型挖泥机的历史。

据悉，该机使用了平挖控制、水下挖掘可
视化、超大功率变频多传动控制等先进技术16
项，其中 3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此机与
其相匹配的船只组装后，可用于河道疏浚和海
底电缆铺设前的泥石挖掘等。该挖泥机钢丝
绳最大拉力 70吨，最大下潜深度达 60米，一次
可挖泥石 18立方米。卫华大型挖泥机的成功
研制，打破了国际垄断，标志着我国大型挖泥
机一举迈进了世界高端制造领域。③12

长垣造出国内最大挖泥机

新闻新闻 读读速速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刘海
军）“我种的吊蔓富硒西瓜，这几天通过微
信公众号发布销售信息，没想到除吸引到
舞钢本地人来购买，还吸引到郑州、漯河等
地的客商来观光、采购。”7月 6日下午，舞
钢市枣林镇安寨村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杨旭超自豪地讲起了互联网销售。

在舞钢市，像杨旭超这样的农民越来
越多。他们通过互联网获得物美价廉的生
产资料，又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通过互联

网推向市场销售出去，搭乘网络信息的快
车，扩展了增收致富的渠道。

为进一步打开市场，各乡镇、重点村均
完成了移动、联通等基站建设，网络信息实
现全覆盖。该市建设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
3个、农家店 200余家，为电子商务进农村
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基础。同时，该市综合
利用上级扶持的就业创业基金，在舞钢职
专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常年开展电子商
务培训，已培训 600余人，为电子商务进农

村提供了人才支持。
据该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舞钢

市已将市内快递公司整合，设立城市、乡镇
物流网点 76 个，并将快递服务延伸到村
组，创造了“电子商务+快递下乡+多元化”
的百姓服务平台，同时注册了新农村商网，
采取“互联网+信息”、“互联网+销售”模
式，为农民提供信息查询、采集、发布等服
务，在网上寻求客户、签下订单，线下完成
交易，拓宽了全市农副产品销售渠道。③7

舞钢

“互联网+”拓宽农产品销路

▲7 月 6 日，洛阳市霍尼韦尔-瑞
昌联合亚太研发和测试中心的工作人
员对四台全尺寸燃烧装置的运行状况
进行巡视。该中心将为中国及亚太地
区提供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燃烧控制解
决方案及相关产品，为我国中西部地
区炼油和石油化工工业输送当今全球
行业最新技术，对地区环境保护、产业
升级、节能减排将发挥积极作用。⑤4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7 月 6 日，技术人员在宝丰县产
业集聚区翔隆不锈钢项目安装热轧设
备。该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年产 150
万吨不锈钢板材，企业投产后可实现
年工业产值 100亿元。⑤4李志勇 摄

7月 6日，社旗县苗店镇淅丹移民新村养鸡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把
鸡蛋装箱外销。该县引进的湖北盛源旭光农牧公司投资 3800万元，在
当地建起年存栏蛋鸡 40万只的养鸡专业合作社，为移民群众找到致富
路。⑤4 李崇 申鸿皓 摄

经济建设掠影

南阳医专：广为社会点赞的“国际生”如何炼成？
——走近南阳医专中外合作办学（下）

本报记者 李铮 实习生 岳米雪

四年前的余宗翱，高考成绩刚
过专科线，多方考察后踏进了举办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南阳医专的
大门；四年后的余宗翱，断然拒绝
了多家大医院伸出的橄榄枝，决定
出国深造，如今，他已成为菲律宾
伊密里欧学院一名留学生。

“南阳医专为我打开一条全新
的人生通道，在这里我重新找回了
自信。”余宗翱说。

而余宗翱只是南阳医专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众多受益学生中的
一个。

“南阳医专中外合作办学的办
学定位是不仅要满足学生出国的
愿望，更要实质引进海外优质教育
资源，为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
的高技能医学专业人才而努力。”
南阳医专校长方家选说。

教育理念“国际化”
“南阳医专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不仅仅是课程资源的引进，更
是育人理念、先进教学手段的借
鉴。”南阳医专国际教育学院负责
人孙振国深有感触地说。

南阳医专自 2011 年中外合作
项目获批后，就借鉴美国、菲律宾
等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明确了“以

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育
人理念，不仅教授学生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实践和创新能力。

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定
位以及学生思维活跃实际情况，
教师不再是单纯地灌输知识，而
是通过创设情境、问题启发、案例
分析、课题活动等方式引导学生
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学生
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收集信
息、分析信息、解决问题，由被动
地接受知识变得学会思考问题、
探究问题，并通过所学知识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升自主
学习能力。

借鉴合作院校对学生个性化
培养的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个
人潜能。在日常教育中，对学生
进行赏识教育，开展学生喜闻乐
见的活动，融德育教育于学生活

动中。日常教学中，针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
划和考核目标，让每个学生都能
学有所获。

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实
践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在实训
室、示教室授课、教学名师示范指
导、学生自主练习、小组考核、加大
实践课程学时数等方式不断强化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从而提高学
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满足
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名师团队“国际范”
南阳医专举办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后，每年都专门聘请外国文教
专家前来授课。与中国教师相比，
外教多数性格张扬，教学不拘一
格，课堂环境轻松，甚至会根据教
学内容变更教学场所，到草坪、操
场上授课。外教幽默风趣的话语

和极其丰富的身体语言、面部表
情，常常惹得学生忍俊不禁。

南阳医专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012 级护理 1 班尚关霖说：“‘表演
式教学’传递一种欢快的课堂氛
围，教给我们的东西都非常新颖实
用，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

南阳医专的外教除了讲授院系
所有英语听说读写课程之外，还参与
英语角、英语情景剧大赛等活动。零
距离的亲密交流，使学生感受原汁原
味的英语，也拉近了学生的书本知识
与真实生活语言的距离。

为提高合作办学教学质量，南
阳医专在教师培养上采用“请进
来，走出去”的方针。自 2012年起，
利用寒暑假期，共选派 10多名优秀
教师赴菲律宾伊密里欧学院进修
学习。2013 年 3 月，南阳医专选派
两名老师到美国皮马医学院交流

学习。回国后，培训教师详细介绍
了皮马医学院职业教育和英语教
学的特色，引进了“全景式过程化”
评价体系，吸收借鉴合作方教学模
式，改革了“一考定终身”的终极评
价系统。同年 11月，南阳医专又邀
请了美国卡姆登学院英语教育专
家赫黛布莎拉展开了别开生面的
学术讲座，不仅诠释了“以学生为
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
也使医专的教师有机会深入了解
国外英语语言教学的最前沿发展。

2012 年暑期特申请专项经费，
选派 4名英语教师到北京进行雅思
学习与考试培训，使教师能够更好
地了解和掌握雅思考试的专业特
点，并将所学有针对性地用于实际
教学活动。2013年，专门成立雅思
教研室，目前，雅思教研室共有专
兼职英语教师 7 人，副教授 2 人，讲
师 1 人，助教 4 人，均取得硕士学

位。拥有 6名外国文教专家在校常
年任课。

英语教学“全景式”
大家谙知，英语作为中外合作

办学交流生的沟通工具，对国际生
培养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阳医专把合作项目学生英语课
作为一门基础课的同时，也设其为
核心课程。

细化分层教学，努力提升教学
质量。南阳医专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英语基础整体较为薄弱，水平参
差不齐。为保证教学效果，在开学
伊始，院系领导就针对不同层次水
平学生分级编班，实施小班授课，
分层教学，并对教学进行了细化，
制定各个层次学生的教学计划和
考核目标。

创新英语教学模式，改革考核
评价体系。借鉴合作院校经验，实

施“全景式过程化”评价体系，综合
期末考试、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
情况、日常考勤等多方面对学生进
行综合性评定。通过考评体系的
改革，引发从教学模式到教学环节
的整体改革，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课堂参与度得到极大提高。

推进双语教学和实训环境下
的全英语授课模式，融教、学、做一
体化。从新生入学开始进行英语
听力、口语强化训练，逐步实现双
语授课、全英语授课。设立了护理
综合示教室和实训室，实现了在示
教环境下直观授课和业余时间学
生自主强化训练。

扩展第二课堂空间，丰富英语
课外活动。每学期举办英语单词
竞赛、英语歌曲大赛、英语情景剧
大赛、英语达人秀等形式多样的竞
赛活动，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和用英语思维的活力。

开设交换生项目，由学院英语
教师和外教组成教学团队，对有志
于提高英语、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
外语强化。并于每年暑假选拔优
秀学生参加暑期交换生项目，赴合
作院校进行交流学习。今年首次
开设美国交换生项目，目前学生正
前往北京办理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