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7月 29日 星期三HENAN DAILY 3组版编辑 王昺南 孙 欣要要 闻闻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见证出彩河南之 篇发展

时下，偏居我省东北一隅的台
前县，人们张口闭口都是“阿里巴
巴”、“电子商务”、“O2O”等这些时
髦的名词。

7 月 28 日，记者走进台前县产
业集聚区，一眼就看见了该县新兴
的“标志性建筑”——“台前县电商
产业园”。这座今年 4 月才启用的
小楼并不宏伟，却充满了现代气息，
一楼大厅里，红色的背景与个性的
图标活泼跳跃，据说这是仿照阿里
巴巴公司总部设计的。

“园区设有电子商务平台区、电

子商务服务区、电子商务展示和交易
区等，为电商创业者提供全产业链一
站式管理服务。”据园区负责人介绍，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企业 20 多家，房
租、水电、空调、物业等全部免费。

发展电子商务，台前果真舍得
下本钱。

“台前地处黄河滩区和金堤河
滞洪区，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
县。要实现脱贫，常规手法难以奏
效。”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说，县里
迫切希望借助“互联网+”，把电子
商务作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突破口，实现弯道超车。

今年，台前县制定出台了支持电
子商务发展和电子商务进农村发展

规划，多次组团赴杭州、上海、北京等
地专题调研、考察取经，先后邀请淘
宝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的
电商专家授课，培训人员 4000 多人
次。不久前，台前县还入选了第二批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生产车用充电机的濮阳金蝉实
业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台前县电
商产业园的企业。“产业园把汽配企
业电商集聚在一起，可以在阿里巴
巴展开多品类经营，实现利益最大
化。”公司总经理武凯说，今年上半
年，他们企业电子商务方面的销售
额同比上升了 40%。

县域电商拥有如此大的产业集
聚，也吸引了阿里巴巴的目光。今

年，这家电商巨头派专人驻扎台前，
为该县小微企业发放了 3000 多万
元贷款，并将大部分电商企业纳入
诚信通平台。

为了让更多本地特产走出台
前，电商产业园入驻了两家电商平
台，分别是云书网和邮乐网，它们将
利用强大的物流优势，把台前的羽

绒产品、农产品、汽车配件等销往全
国各地。

“ 我 们 还 在 全 县 农 村 设 立 了
388 个电商便民服务网点和村邮
站，让更多农民了解电子商务，使用
电子商务，购买到放心优质的农资
产品和日用品。”台前县商务局局长
王金春告诉记者。③7

本报讯 （记者李 铮）7 月 27
日至 28 日，全省平安建设工作表
彰暨基层平安创建经验交流会在
内乡县召开。会议贯彻省委、省
政府关于平安河南建设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表彰 2014 年度平安建
设工作先进，交流推广经验，安排
部署全省基层平安创建工作。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主
任、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刘满仓出席并讲话。

会议由副省长、省综治委副
主任李亚主持。武警河南总队政
委徐元鸿出席会议。

刘 满 仓 指 出 ，当 前 我 省 社
会 大 局 稳 定 ，但 严 峻 复 杂 的 形
势对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提出了
新挑战。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

“抓稳定，保平安”的第一职责，
高度重视政法综治和信访稳定
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
认真抓好基层平安创建各项措
施的落实。

刘满仓强调，要拓展基层平

安创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
高创建实效、扩大覆盖面。要深
入推进人防、技防、物防建设，扎
实做好“一村一警”工作，不断发
展壮大群防群治队伍，进一步完
善视频监控体系建设，切实做好
关键地区的防控。要建立健全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加
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抓好重大
不稳定因素预防化解，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平
安建设宣传工作，加大力度，创
新形式，营造浓厚氛围。各级党
委政法委书记要示范带动、担当
担责，认真抓好综治、平安建设、
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各综治
成 员 单 位 要 密 切 配 合 、形 成 合
力，努力推进全省平安建设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
摩了内乡县基层平安创建工作，
省法院、虞城县等省直单位和地
方就基层平安创建工作作了交
流发言。③10

本报讯 （记者冯 芸）7 月 28
日上午，省社科院发布《河南金融
发展报告（2015）》。《报告》以“新
常态下的区域金融发展”为主题，
分析了 2014 年我省金融运行发
展的新态势、新亮点、新特征，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为新常态下河南区域金
融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显示，2014 年全省金融
业社会融资规模再创新高，达到
6826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9.98% ，位居全国第 8 名；银行
业服务实体作用更加显著，去年
河南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
1362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 。
但《报告》同时指出，我省区域金
融发展依旧不平衡，寿险收入明
显 高 于 财 险 收 入 ，在 区 域 分 布
上，呈现出保费收入主要集中在
郑州地区，其他地区发展不足的
现象。

《报告》认为，2015 年河南金
融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互联网
金融将为金融业提供更广阔的
发展路径，城镇化的过程将成为

我省金融业发展的新“蓝海”。
省社科院金融和财贸研究所副
研究员赵然表示，城镇化每提高
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河南城镇人
口增加 410 万人，预计 2020 年，
河 南 城 镇 化 率 将 达 到 58% ～
60%，大量的金融需求将在县、
乡（镇）等地产生，并派生出很多
新 型 金 融 业 务 。《报 告》预 计 ，
2015 年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存款余额将有望突破 4.6 万亿
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将突破 3.3
万亿元，存贷款之间的差距有望
缩小，社会融资规模将突破 6500
亿元，我省将继续加快区域金融
资源整合的步伐，推动有实力、
有条件的金融企业到境内外资
本 市 场 融 资 ，激 活 本 地 金 融 市
场。

《报告》还以金融生态土壤环
境、金融生态成长环境、金融生态
空气环境为指标依据对全省 18
个省辖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实
力进行评价排名，其中，郑州、洛
阳、焦作、许昌、南阳 5 市位居全
省前五位。③8

本报讯 （记者贺 新）7 月 28
日，由新型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
设河南协同创新中心和航空经济
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
办的《航空经济概论》新书发布会
暨航空经济发展论坛在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召开。

会议发布了由河南大学中原
发展研究院院长、新型城镇化与中
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耿明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大卫等人联合撰写的《航
空经济概论》。来自航空经济发展
研究领域的十多位专家以及企业
代表，参加了论坛并发表了各自的

研究报告。
张大卫介绍说，河南省在发展

航空经济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探
索，在理论上也有很多创新。为了
把这些理论探索的成果形成一些
清晰的概念，我们组织了一个起草
班子，反复讨论几易其稿，形成了
今天与大家见面的这本《航空经济
概论》。

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
学部原副主任周绍朋发表了《加
快构建我国现代航空产业体系》
报告，著名经济学家、对外经贸大
学副校长林桂军发表了《中国外
贸形势分析与中西部地区外贸发
展》报告。③10

本报讯 （记者谢建晓）7 月
27 日，濮阳市南乐县人民法院立
案庭庭长安庆丰来到省人民医
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将挽
救一名 9 岁山东儿童的生命。

今 年 33 岁 的 安 庆 丰 ，于
2012 年 3 月加入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 4 月，他
与山东一名 9 岁白血病男孩匹
配成功。安庆丰得知这一消息

后，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为提
高血液中白细胞的比例，在采集
的前一周，他每天早晚都要各打
一支动员剂针，每次打完针后，
安庆丰有类感冒样症状反应，但
他都坚持了下来。

27 日上午 8 点，造血干细胞
的采集正式开始，经过 4 个多小
时完成。“爸爸是我心中的英雄！”
安庆丰 7岁的儿子以爸爸为荣。

省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截至 6 月 30 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拥有入库
志 愿 捐 献 者 资 料 202 万 人 份 ，
5000 余位志愿者成功捐献了造
血 干 细 胞 。 河 南 有 10 万 余 人
份志愿捐献者资料参与患者检
索 配 型 ，安 庆 丰 是 全 省 第 499
位、全国第 5060 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③12

一座偏远小城的电商时代
□本报记者 王 映

本报通讯员 崔 莹 赵明甲

《航空经济概论》新书发布会
暨航空经济发展论坛召开

全省平安建设工作表彰暨
基层平安创建经验交流会在内乡召开
刘满仓出席并讲话

省社科院发布《河南金融发展报告（2015）》

城镇化成为
河南金融业发展新“蓝海”

序号 教学点名称 招生固定电话 序号 教学点名称 招生固定电话
1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0371-676310012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登封市分校 0371-628628383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新郑市分校 0371-625977194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中牟县分校 0371-621763065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上街分校 0371-681168116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荥阳市分校 0371-646899227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新密市分校 0371-698389328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巩义市分校 0371-643521789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 0371-2338100810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尉氏县分校 0371-2796116611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文华学习中心 0371-2596464712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兰考县分校 0371-2255355513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通许县分校 0371-2211969914 开封电大杞县分校 0371-2227885815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0379-6323223316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偃师市分校 0379-6771268217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孟津县分校 0379-6792634218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伊川县分校 0379-6308929219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西工区学习中心 0379-6392505520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宜阳县分校 0379-6887861221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洛宁县分校 0379-6628466722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栾川县分校 0379-6682251623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新安县分校 0379-6726247824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嵩县分校 0379-6641098625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汝阳县分校 0379-6822291026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吉利区学习中心 0379-6691342927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 0375-339761928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宝丰县分校 0375-336866029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叶县分校 0375-809107730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鲁山县分校 0375-507321531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汝州市分校 0375-602995832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江河机械厂学习中心 0375-575234133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舞钢市分校 0375-8123927

34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郏县分校 0375-518812635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0373-304574336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新乡县分校 0373-718205737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辉县市分校 0373-620086838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原阳县分校 0373-721367639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获嘉县分校 0373-630620540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长垣县分校 0373-243617041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卫辉市分校 0373-449555942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延津县分校 0373-768128843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封丘县分校 0373-829339544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 0391-392493245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修武县分校 0391-711996646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博爱县分校 0391-868195847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武陟县分校 0391-727507848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孟州市分校 0391-816995849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沁阳市分校 0391-563117650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温县分校 0391-610215751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 0372-393276052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滑县分校 0372-816895153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汤阴县分校 0372-621368554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林州市分校 0372-682499955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内黄县分校 0372-707111056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 0393-441428457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南乐县分校 0393-622569858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清丰县分校 0393-722288959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台前县分校 0393-868587260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范县学习中心 0393-525515961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 0392-333326862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浚县分校 0392-689511263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淇县分校 0392-216699964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 0398-218355765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习中心 0398-286691266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灵宝市分校 0398-8660230

67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卢氏县分校 0398-788605768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渑池县分校 0398-306762369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陕县分校 0398-218355770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义马市分校 0398-585556171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0374-266757572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禹州市分校 0374-881606773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长葛市分校 0374-617016874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鄢陵县分校 0374-716261875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襄城县分校 0374-359655676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 0395-213315377 漯河电大漯河食品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0395-213315378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舞阳分校 0395-213315379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临颍县分校 0395-556016580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 0370-395366681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柘城县分校 0370-728968882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虞城县分校 0370-416798783 永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0370-515508884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宁陵县分校 0370-783912985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梁园区学习中心 0370-227220086 商丘电大睢县分校 0370-818237887 商丘电大民权县分校 0370-506778688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0394-858195189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郸城县分校 0394-319511790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沈丘县分校 0394-522218091 周口市川汇区广播电视大学 0394-822207892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鹿邑县分校 0394-749197893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商水县分校 0394-560011694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扶沟县分校 0394-626636395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 0396-286901696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上蔡县分校 0396-692164997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泌阳县分校 0396-789900698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西平县分校 0396-625108299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 0376-6332207

100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罗山县分校 0376-7613511101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光山县分校 0376-8872130102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淮滨县分校 0376-7712061103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息县分校 0376-6135299104 固始县广播电视大学 0376-6776111105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 0377-63107603106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方城县分校 0377-67227001107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新野县分校 0377-66017328108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内乡县分校 0377-65363510109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邓州市分校 0377-60900999110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淅川县分校 0377-69250569111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唐河县分校 0377-68959993112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社旗县分校 0377-67666767113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西峡县分校 0377-69680667114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南召县分校 0377-66003099115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桐柏县分校 0377-68260033116 济源广播电视大学 0391-6631280117 省直电大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中心 0371-65939241118 省直电大直属分校学习中心 0371-65939446119 省直电大中山教学部学习中心 0371-66260427120 河南省直广播电视大学 0371-65954862121 夏邑县广播电视大学 0370-6272458122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视大学 0371-23981966123 潢川县广播电视大学 0376-3923166124 项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0394-3790366125 中原油田广播电视大学 0393-4848194126 郑州铁路局广播电视大学 0371-68324261127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习中心 0371-69127477128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黄河河务局干部学校学习中心 0371-69556503129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中国水利水电十三局学习中心 0534-2688379130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山东省水利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0533-3825038131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0633-7983968

序号 教学点名称 招生固定电话

网址：www.open.ha.cn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唯一官方网站） 招生监督电话：0371-65952112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在广播电视大学
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主要面
向成人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已被国家开放大学批准为国
家开放大学河南分部，是一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和多种媒体优质教育资源，实施本、专科学历教育的
公办本科院校。学校拥有优化的网络环境、先进的技
术设施、功能完备的学习平台、丰富优质的学习资源
和完整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及质量保障体系；同时拥
有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学、管理、技术和服务队伍，已形
成以省电大为中心，22 所市级电大为主干、109 所县
级电大为支撑，覆盖全省城乡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
学系统。

知识改变生活，学习完美人生。河南广播电视
大学将努力满足社会各类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学
习需求，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
出应有的贡献。

一、报名条件
1.本科专业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

（含专科）以上学历者（报读本科专业的学生需要提交
学历证明材料，学历证明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下载的学历证明复印件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
证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复印件）。

2.专科专业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试点专业招生对
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的农村青年。

3.护理学专业
本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护理学专科毕

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
员。专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专业对口并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

在岗卫生技术人员。
4.报名者持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护

理学专业需持护士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到各市、县
电大进行电子照片采集并办理报名手续。各校报
名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0 日。

二、学习优势
1.注册入学，程序简便。符合报名条件的学习

者，可到全省各市、县电大就近报名，注册入学。
2.弹性学习，方式自主。实行“学分制”弹性学

习制度，学习者可合理安排学习时序；实行以网络
学习、移动学习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
习者可灵活安排学习时间，不受时空限制。

3.资源优质，学习高效。拥有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库，采用计算机网络、卫星电视、手机终端等现代化传媒
技术，运用纸质教材、音像教材、网络课程、微课程等多
种媒体资源。实现了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4.文凭过硬，学费低廉。学校本、专科毕业证书

国家认可，学生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
行查询。本科（专科起点）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
申请学位。学费收取按照省物价局相关规定执行。

三、招生专业
1.本科（专科起点）专业（18个）
金融学、法学（含行政执法方向）、社会工作、小学

教育、学前教育（学前教师教育方向、学前教育管理方
向）、英语（教育方向）、汉语言文学（含师范方向、文秘
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系统方向）、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方向、建筑管理方向、道路桥梁方向）、水利
水电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市场营销、行
政管理、护理学。

2.专科专业（35个，其中“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专业 8个）

金融（货币银行方向、金融与财务方向、保险方向）、
法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旅游英语方向）、汉语言文学、广告（营销传播方向、设计
与制作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编辑方向、网络管
理方向）、计算机信息管理、建筑施工与管理、道路桥梁
工程施工与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
园艺（果蔬方向、花卉方向、林学方向、园林方向）、护理
学、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向、特许
经营管理方向）、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电子商务、物
流管理、教育管理、行政管理、物业管理、社会工作、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方向、机电方向、模具设计与制
造方向）、旅游（旅游管理方向、酒店管理方向）、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人口与家庭（生殖健康方向）。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业：
设施农业技术、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

医、农业经济管理、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
食品加工技术。

各市、县电大招生专业、报名时间等具体事宜
请向当地电大咨询。

20152015年秋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年秋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河南河南））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序号 教学点名称 招生固定电话

教招广字第 2015208号四、招生报名联系方式

我省法官捐干细胞挽救山东娃

安庆丰的儿子认真地看着爸爸的荣誉证书。⑤3 乔 良 摄

7月 28日，社旗县农民在农机市场选购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提早
为“三秋”生产做好准备。该县采取政府资金补贴、政策扶持等措施，
鼓励农民购买大型农机具。⑤3 李 崇 申鸿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