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小平

伴随着台下热烈的掌声，韩保学
在两名学生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
上了首届河南最美教师的领奖台。

韩保学是安阳县都里镇东岭西
村教学点的一名教师。东岭西村地
处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连去一
趟乡里，都得走 30多里山路，穿过两
个山洞，趟两次漳河。

1975 年，初中毕业的韩保学成

为东岭西村的民办教师，与另一名
老教师一起撑起了小山村的教育事
业。1981 年，韩保学考入濮阳师范
学校。毕业后的他没有选择在乡镇
中学任教，而是回到他深爱的大山，
在都里镇最偏远的盘金脑村教学点
任教。“别人都嫌山区苦。我是山里
人，我不能嫌山区苦。”在这期间，母
亲患病瘫痪，生活不能自理。4岁丧
父又是家中独子的他，想回家尽孝，
却又不忍离开学校的孩子们。每每

提到对母亲的亏欠，韩保学还是会
忍不住落泪。

直到 1987 年，韩保学才回到自
己的老家东岭西村。一个人撑起了 3
个年级、4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由于
学生多老师少，韩保学就钻研出一套
由学生“大帮小、高带低，人人都是小
老师”的借力教学法。在 1989年乡里
的中招考试中，东岭西村教学点 10个
学生有 9人进入前 30名。

有人请他去条件更好的地方任

教，并许以优厚的待遇，但韩保学仍选
择了坚守，这一干又是 26年。目前，
村里 40岁以下的村民几乎都是韩保
学的学生，从他所在的这个教学点已
经出去了20名大学生、3名研究生。

由于积劳成疾，2009 年韩保学
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病情不断
加重，直到无法弯腰，甚至不能行
走。5 年多来，他不得不 4 次入院。
医生都建议他进行手术，可他却固
执地选择了保守治疗。因为学校只
有他一名老师，他怕术后至少半年
的康复治疗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业。

“明年就要退休了，退休后有的是
时间做手术。”已经坚守大山40年的韩
保学这样说。问他退休后想干什么，
他回答：“如果有新老师来，我就可以
休息了。如果学校还需要我，我还会
重返校园，继续给孩子们上课。”③10

9 月 8 日上午，由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教职工组成的“恩慈姐姐舞蹈
队”正在进行排练，十几名队员伴着
音乐翩翩起舞，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

59岁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颜 志 伟 就 是 大 家 口 中 的“ 恩 慈 姐
姐”。“我在 2013年组织成立了这支舞
蹈队，就是希望教职工能从跳舞中感

受快乐。”颜志伟说，通过跳舞，许多
老师的性格变得更加乐观、开朗，面
对学生时也变得更加热情。

27年前，颜志伟弃医从教，从妇
产科的手术台走上了三尺讲台，开始
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如今在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主讲司法鉴定学、法医学、
微量物证与毒物毒品检验等课程。
专业的讲解、精美的课件、生动的语
言，让颜志伟的课堂掌声不断。颜志
伟说：“我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的一

双双眼睛，就觉得他们将自己生命中
这一段时间交给我来安排，这是对我
最大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他们。”

颜志伟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
希望为周围的人做点事。1998 年，
颜志伟注册成为河南省红十字会的
志愿者。17 年来，她不断参加各种
社会公益活动，曾经资助 136名贫困
失学儿童重返课堂。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历次爱心援助活动中，颜志
伟捐出的善款已有 35万余元。

除了志愿者的身份，拥有国家
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颜志伟还在学
校义务开设“恩慈姐姐”心理辅导
室。每天工作结束后，她还有一项
额外的任务——逐条回复学生们的
心理咨询短信。为了让学生在第二
天起床时就能看到回复，颜志伟经
常熬到深夜。

如今，颜志伟身上有着教师、志
愿者、律师、舞蹈队长、心理咨询师
等多种角色，每天的生活都是充实
而快乐的。颜志伟说：“21世纪是交
叉学科的时代，每一名教师都要不
断学习、充实自己。我通过这些角
色转换积累的社会经验，都是对教
学有帮助的。”无论是红十字会的志
愿者，还是给学生讲法律、讲案件的
颜教授，不变的永远都是为别人传
递正能量的“恩慈姐姐”。③7

□王绿扬

本报讯 （记者冯 芸）9 月 8
日，2015 年秋季学期全国大中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
月”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据悉，全国大中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是贯彻
落实团中央在大中学生中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
个字的基本内容进行宣传，让所有学
生知晓、理解、熟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内涵。

宣传月期间，全国大中学校将

通过报告会、分享会、研讨会、演讲
赛等形式，利用校园报刊、广播台、
微博、微信、校园APP等途径，帮助
学生正确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战略意义和深刻内涵；将大力
宣传勇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孟瑞
鹏、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张广秀、
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中
南大学救人群体等一大批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个人、先进
集体的感人事迹，积极倡导和发起
向他们学习活动，引领大中学生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7

全国大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9 月 8
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经研
究论证,省政府日前决定,再次取消
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和部门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

“非行政许可审批”审批类别。
据悉，此次我省共取消和调整

49项行政审批项目和 5个子项,承
接 19项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的行
政审批项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调整列入 12项行政审批项目,
省级保留 369 项行政审批项目,全
部为行政许可；取消和调整 449项
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其中取
消 19项,转为行政许可 6项,调整为

其他职权 325 项,调整为政府内部
管理事项 99项。

登录省政府官方网站可以查看
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省政府
特别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落
实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实施
审批。对公布保留的行政许可事
项,省政府各部门要逐项公开审批
流程,压缩并明确审批时限,编制服
务指南,细化审查环节、审查内容、审
查标准、审查要点、注意事项及不当
行为需承担的后果,严格规范行政
裁量权,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③9

我省行政审批项目再“瘦身”
保留 369项，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

让中州国际成为豫企
走向海外的通道
——访省政府金融办主任孙新雷

□本报记者 郭 戈

段君毅（1910—2004），男，山
东 省 濮 县（今 河 南 省 范 县）人 。
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考入北
平中国大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国大学支部
书记，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国
学生救国联合会执行主席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被派往山东抗日
前线，任中共泰西特委书记、泰西
行政委员会主任，组织发展抗日
武 装 力 量 ，开 辟 泰 西 抗 日 根 据
地。1939年 8月起，先后任八路军
一一五师独立旅副旅长，鲁西军
区司令员，鲁西行政公署主任，冀
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
冀鲁豫第二、第八地委书记兼冀
鲁豫第二、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豫东（水东）工委书记，冀鲁豫军
区豫东指挥部政治委员等职，为
抗 日 战 争 的 胜 利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
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冀
鲁豫行政公署主任，晋冀鲁豫军
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鄂
豫 区 委 书 记 兼 鄂 豫 军 区 政 治 委
员，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第一机
械工业部、铁道部部长，河南省委
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
职。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
员 。 2004 年 3 月 8 日 在 北 京 逝
世。③12

段君毅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9月 8日，2015年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来自近 90个
国家的 520 多个机构报名参会，来自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约 5万名客商来厦参
会。我省收集整理了全省 1000个招商项目，
组成了约 800人的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除收集整
理的 1000个项目外，我省还将省情介绍、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产业发展规划、综合宣传
片等招商引资相关资料一起汇总压制成光
盘，在厦洽会网站、河南展区、我省活动现场
分发。同时，还从中筛选出了 300个重点项
目，上报组委会项目组参加网上对接。

厦洽会期间，我省专设了河南展区，展

位面积 160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南
展区内设置了 24个灯箱展板，全面展示河南
省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有关情况。同时，在
河南展区内，还布置了对接台和洽谈区。

厦洽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投资类博览会
和唯一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投资
类展览会，是以促进双向投资为目的的全国性
国际投资促进活动。本届厦洽会将紧扣国际投
资促进新形势，“一带一路”、自贸区、亚投行等
国家发展战略设置各项议题和对接活动。③7

又讯 （记者赵振杰）9月 8日，2015厦洽
会河南省重点招商项目推介暨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在厦门举行，经过会前充分对接洽
谈 ，共 有 127 个 项 目 集 中 签 约 ，投 资 总 额

593.2亿元，合同利用境内外资金 533亿元。
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在推介会上发出

邀请：河南希望在先进制造业、高成长服务
业、现代农业、服务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领
域与境内外工商界开展深度合作。我省将
立足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做优农业，加快
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和
现代农业大省建设，积极打造战略新兴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支柱产业、
现代农业“四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着
力拓宽开放领域，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
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从现场签约情况看，此次签约项目规模
大，支撑带动能力较强。平均单个项目投资

近 5 亿元，其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项目 21
个，约占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的 50%。

同时，签约项目领域广，新兴产业凸显
亮点。项目涵盖三次产业，体现了建设先进
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和现代农业
大省的要求。其中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
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养老服务等
新兴产业、新型业态项目明显增多，约占项
目总数的五成，成为投资新热点。

另外，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聚态势明
显。注重集群式引进和集聚发展，签约项目
主要向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和特色园区集中
布局，呈现龙头带动、集群入驻、相互配套、
集聚发展的态势。③6

厦洽会昨日开幕，河南携千余项目参加

我省揽金 593.2亿元

颜志伟：

传递正能量的“恩慈姐姐”

韩保学：

40年坚守铸成教育梦

洛阳锦桥矿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挂牌二次公告
经批准，洛阳锦桥矿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在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进行。根据《河南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现予二次
公告，公告期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接受申购报名。

公告详情见本报 2015年 8月 11日《洛阳锦桥矿业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挂牌公告》（洛公交易产权[2015]26号）。当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意向受
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

联系地址：洛阳市洛阳会展中心 A区 4楼 422室
网址：www.lyggzyjy.cn
联系电话：0379-69921018
联系人：邱先生 李先生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9月8日

中原银行部分分行系统升级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向广大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我行将于 2015年 9月 11
日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对安阳分行、新乡分行、商丘分行和周口分
行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期间我行部分营业机构暂时无法办理业
务，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安阳分行、新乡分行、商丘分行和周口分行
（一）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业务暂停时间
2015年 9月 11日（周五）17:00至 9月 14日（周一）9:00

（二）自助设备和 POS暂停时间
2015年 9月 10日（周四）22:00至 9月 14日（周一）6:00

（三）支付宝业务暂停时间
2015年 9月 10日（周四）23:00至 9月 14日（周一）14:00
二、总行营业部、开封分行、平顶山分行、濮阳分行、许昌分

行、南阳分行和驻马店分行
2015年 9月 8日（周二）1:30至 9月 8日（周二）6:00
2015年 9月 12日（周六）2:00至 9月 12日（周六）14:00暂停服务
客户如需在我行上述营业机构系统升级期间办理业务，请提

前办理。
三、其他分行
系统升级期间，其他分行正常营业。
四、咨询与联系
如有需要，请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电话 96688进行咨询。
衷心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9日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9月 7日，汤阴县宜沟镇农民
正在收割青贮玉米。该县大力推
广玉米青贮技术，将玉米秸秆粉
碎青贮，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为
养殖业提供了丰富的饲料，实现
了企业和农户双赢。⑤4

伦红国 摄

9月8日，光山县夜歌汉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女工在研制汉服，她们
通过网络将汉服销售到上海、浙江等地。该县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对农村
妇女进行技能培训，促进了农村妇女就业创业。⑤4 谢万柏 摄

青贮玉米
增收入

9 月 8 日，郑州颐和医院门诊大厅，中慈国际
交流中心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赠价值 3000 多万
元的医疗设备，并为来自新乡、信阳、焦作等地的
28家医院现场发放。⑤4

何 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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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中原证券香港子公
司——中州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下称“中州国际”）发展研讨会
暨开业仪式在香港中环交易广场
隆重举行。省政府金融办主任孙
新雷、中原证券董事长菅明军以及
香港中联办经济部有关负责人出
席当天的活动。

“中原证券作为我省唯一的法
人证券公司，继去年 6月在香港成
功上市、今年 8 月完成 H 股增发
后，现在又迎来香港子公司的正式
开业，这是‘金融豫军’在海外设立
的首家分支机构，对河南意义重
大。”孙新雷说。

他表示，香港资本市场高度理
性、成熟，一直是河南企业海外上
市的首选。中州国际成立后，特别
是拥有投行牌照后，由于其母公司

中原证券在河南本地拥有良好的
口碑和巨大的影响力，通过加强集
团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协同，相信
中州国际的投行业务将很快拥有
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为河南企业走
向海外资本市场的战略通道。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香港资本
市场站稳脚跟，就必须按照国际资
本市场的惯例和规则运营。”孙新
雷表示，中州国际应加速发展，早
日成为拥有经纪、投行、研究、资管
等全牌照的香港金融机构，并尽快
实现在香港主板上市，真正成为河
南在港企业成功发展的典型。同
时，希望中州国际依托香港混业经
营的优势，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
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并购，将触角
延伸至银行、保险等领域，并在适
当时候进军河南市场，在为广大豫
企提供高效综合金融服务的同时，
也实现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