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成为我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主渠道

●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8000元
●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12000元

国家助学贷款

●资助面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
●本专科学生的资助标准为平均每人

每年3000元
●硕士每人每年6000元
●博士每人每年12000元

国家助学金

●资助面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
●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

在我省采取的 12种主要资助方式中，覆盖面
比较广、资助力度比较大的为国家助学贷款、国家
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制图/党瑶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录取工作即
将开始，一些考得不错的寒门学子却
喜中有忧，开始为大学期间的学费、生
活费甚至报到的路费而发愁。6月 28
日，记者从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获悉，为了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失学，国家及我省出台了一系列资助
措施，建立了完善的高等学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帮助寒门
学子实现大学梦。

今年的大学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
书的同时，还将收到《高等学校学生资
助政策简介》（以下简称《简介》）。家
庭经济困难的新生需要如实填写附在
《简介》中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
况调查表》，经当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
门核实盖章后，即可据此申请办理入
学前和入学后的资助项目。

《简介》介绍了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资助政策，可以概括为“三不愁”：
一是入学前不用愁。家庭经济困难的新
生，可向家庭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
出申请，办理贷款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
费。二是入学时不用愁。如有新生实在
不能筹集到足够的上学费用，可以通过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直接报到入学。三
是入学后不用愁。学校对通过“绿色通

道”入学的学生和申请资助的其他学生，
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精准资助。

据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宋振介绍，目前，我省已在高等教育阶

段采取12种主要资助方式，建立起绿
色通道、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师范生
免费教育、退役士兵教育资助、赴基层

单位就业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
务兵役国家资助、高等学校学生直接
招收士官国家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勤工助学等多
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据悉，2015年我省通过各种渠道
累计安排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45.04
亿元，资助学生223.66万人次。②40

如何申请资助

目前，我省实施的高校学生资助
政策分别由户籍所在地市、县级教育
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高校的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

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集中办理时间为 7 月 10 日～9 月 20
日。学生和家长可通过河南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官方网站（www.haedu.
net.cn）、官方QQ（800185185）、咨询
热线（0371-55078999）等途径了解具
体资助项目的申请条件、办理程序，在
高中、高校或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申请相应的资助项目。②40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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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客车创造
海外市场奇迹”
——专访中国驻古巴大使张拓

教育部门出台措施让学生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不为学费发愁

步步“精”心助寒门学子圆梦
□本报记者 杨凌

“中国制造”在国外表现如何？中
国驻外大使或许最有发言权。当地时
间6月24日，中国驻古巴大使张拓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通过解读 3 个数
字，来说明宇通在古巴的发展情况。

“在古巴，宇通客车的市场占有
率是99.9%。”张拓告诉记者，古巴外
交部接待外国来访的使团，用的都是
宇通客车，“我们坐在车上，经常会有
外国使节问我，‘这是你们国家的车
吗？’我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

张拓介绍，他刚来古巴时曾经参
加过一个活动，其主题是庆祝宇通客
车运行达到100万公里，仍然可以正
常使用。在古巴历史上，除了奔驰车
和日本的越野车能达到这个标准，还
没有其他品牌的汽车可以创造这样
的纪录。“宇通车在古巴有非常好的
品牌效应，它的质量得到了古巴用户
的广泛认可，创造了我国客车在海外
市场的奇迹。”

谈及宇通客车的性能，张拓也非
常熟悉：“宇通的车很争气，不光很舒
适，爬坡能力、防腐蚀能力等其他性
能也很好，非常耐用，此外他们的服
务也很好，这是古巴用户最看重的。”
据他介绍，古巴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
用“宇通车是古巴公路的王者”来说
明宇通在古巴的地位。

“目前，宇通在拉美市场的客车
总出口量已经超过16000辆，累计出
口额超过14亿美元。”此前还担任过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的张拓，亲眼见
证了宇通客车在拉美区域的成长过
程。“据我所知，宇通目前在委内瑞拉
生产的车和卖出去的车有 6000 多
辆，宇通还在委内瑞拉设立了组装
厂，这是宇通第一家涵盖所有标准化
生产流程的海外工厂，也是在海外成
立的第一家合资公司，标志着宇通完
成了由产品输出向技术和资本输出
的跨越。我作为驻外大使，为宇通取
得的成就感到自豪！”采访结束前，张
拓再次强调。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宗
永刚）6月 28日，国内首台纯电动多
功能抑尘车在濮阳下线。

这台ZYT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
由位于濮阳市华龙区的中原特种车
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该公司是中
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装备 50强企业，
研发的多功能抑尘车融合了当今新
能源专用车先进技术和安全环保节
能理念，底盘和上部专用装置均采
用电池储能系统作为动力，大大降

低了生产作业成本，实现大气污染
“零排放”，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标志
着濮阳在新能源专用车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新能源汽车是我省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据濮阳市委
书记何雄介绍，“十三五”期间，该市
将加大国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制造
企业项目引进，打造集研发设计、专
业生产、产业配套于一体的中原新
能源专用车生产基地。③6

国内首台纯电动抑尘车
在濮阳下线

我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2016年 7月
6日 15时在许昌县兴业大厦北三楼 3109
开标室，依法对位于许昌县昌盛路污水处
理厂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本次拍卖的标的为：位于许昌县昌盛

路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详见
《许昌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
竣工结算审查书》）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
以许县国资[2016]4号文《关于许昌县污水
处理厂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转让标的及相
关 费 用 的 请 示》为 依 据 ，起 拍 价 为 ：
33667790.95元。标的具体情况详见《拍卖
资料》。

二、拍卖标的展示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公

开展示。
三、报名须知
请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询清楚后，须

于2016年 7月 5日 16时之前，持能证明符
合竞买条件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信

誉保证金（履约金）人民币50万元（以实际
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在5个工作日内无息
退回），到许昌县兴业大厦北四楼 4092室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时间：2016年6月29日至2016年7月
5日（非工作日除外），每日 9：00—12：00，
14：00—16：00。电话：0374—5113089。

四、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
（一）参与竞拍的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须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法人授权委托书；

（二）具有 2004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
特许经营项目，经营总规模在20万吨/日以
上（含20万吨/日）以及单个项目在河南省
内不低于一座 2万吨/日（含 2万吨/日）的

污水处理项目（提供特许经营权协议盖章
页复印件及原件等材料）的业绩。

（三）提供的各种书面材料均真实、合
法、有效（复印件盖章有效）；

（四）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在60日内
支付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若买受人违约，
拍卖会前交纳的竞买信誉保证金（履约金）
50万元不予退还。

五、特别说明
（一）买受人买中标的后须与许昌县住

建局签订《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特许经
营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特许经营权转让的期限自特许经营
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26年；

2.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单位自协议签订

之日起 30日内将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的
50％汇入县财政指定账户，60日内足额将
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汇入县财政指定账
户，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方可生效；

3.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单位在特许经营
权期内接受政府部门的行业监管，履行对社
会公益性事业所应尽的职责，污水处理达到
国家规定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一级A标准和许昌市（县）规定的地方排
放标准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其他要求；

4.在特许经营期限内，获得特许经营权
的单位无偿使用该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土地
及设备等；不经县政府书面同意，不得改变
土地的使用属性，不得擅自建设构筑物、建
筑物等设施；

5.在特许经营期内特许经营的单位自
行承担项目运营中的安全等责任；

6.特许经营权期限满之日，获得特许经
营权单位应无偿将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土地
使用权和设备、房屋、构筑物等附属物，全
部移交给许昌县人民政府或许昌县人民政
府指定的机构（单位）。

（二）污水处理服务费计算标准与支付
方式。

1.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暂定为1.07元/
吨，支付方式等参照一期工程执行；

2.保底水量从项目进水运行时开始计
算：第一年为 1.2万吨/日，第二年为 1.4万
吨/日，第三年为1.6万吨/日，第四年为2万
吨/日。即不足保底水量的按保底水量计

算污水处理服务费，达到、超过保底水量按
实际水量计算。

六、瑕疵说明
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共用的进场道

路、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设施、进水泵房、细
格栅、消毒池、出水口等设施使用费用由县
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买受人与一期工程运营
商协商合理分摊。

七、发布公告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许

昌阳光拍卖有限公司（www.ygpmh.com）、
《河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发布。

咨询地址：许昌市建安大道西段
咨询电话：0374-3166566

13782225969
17703998839

县国资监督电话：0374-5138561
县招投标中心监督电话：

0374-5113080
工商监督电话：0374-2598557

许昌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许昌县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拍卖公告
许县产权拍字[2016]3号

□本报记者 陈慧

6月 27日，随着全省国有林场改
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省国有
林场改革全面铺开。国有林场为什么
要改革？怎么改？

发展缓慢困难多

我省国有林场大多成立于上世纪
五十年代，目前94个国有林场总面积
688万亩，森林蓄积量2377万立方米，
占全省森林蓄积量的13.91%。这些林
场基本处在黄河、淮河的周边，以及主
要水库周围、风沙前线等重点生态区
域，是我省维护生态安全的主战场、主
力军。

长期以来，国有林场属于事业单
位，实施企业化管理，经费自收自支，

“不城不乡、不工不农、不事不企”是国
有林场的真实写照。据介绍，由于没
有明确的支持政策和稳定的公共财政
投入渠道，林场基础设施落后、债务负
担沉重、发展陷入困境。部分国有林
场至今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

为解决制约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
中存在的功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
顺、经营机制不活、支持政策不健全等
瓶颈问题，省委、省政府已于本月初下
发了《河南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
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建立功
能定位明确、政策保障有力、管理科学
规范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保生态保民生政事分开

“国有林场改革不同于一般性的
事业单位改革，必须坚持‘保生态、保

民生’两条底线，坚守‘森林资源不破
坏、国有资产不流失’两条高压线。”省
林业厅厅长陈传进介绍，推动政事分
开、事企分开。林业发展模式由木材
生产为主转变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
主、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
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

《方案》提出，改革后林场个数减少
到80个左右，事业编制人员减少30%
左右。改革后的富余职工，不搞一次性
下岗分流，要按照内部消化为主、多渠
道解决就业和以人为本、确保稳定的原
则，确保职工基本生活有保障。

我省国有林场改革将在 2017 年
年底完成，94个国有林场涉及16个省
辖市71个县（市、区）。按照我省制定
的时间表，2016 年 10 月底前，省国
有林场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国有
林场所在地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的 改 革 实施方案；2016 年 11 月～
2017年 7月是 9个月的组织实施期；
2017年 8月～10月是自查总结阶段；
2017 年 11 月底前，省国有林场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将评估验收并迎接国家
验收。③4

我省国有林场改革排好时间表

资源不破坏 保住生态线

6月 27日，信阳市浉河区游河
乡山淮村村民涂宾正在家门口采摘
豇豆。阳光透过树林间隙洒在田地
里，留下了美好的乡村晨影。

“今年豇豆长得特别好，一亩地
可收获1万斤！”涂宾兴奋地说。每
10斤豇豆经过煮熟、晾干，可做成
一斤干豇豆，能卖12～15元钱。每
年销售豇豆，可让村民获得一笔可
观的收入。

随着信阳出山店水库开工建
设，这一带将成为淹没区。搬小
家，为国家，很多村民没怨言。这
美好的乡村晨影，将成为历史的记
忆。⑨1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乡村晨影
美好记忆

视觉新闻

《方案》提出，到2020年

30万亩
全省森林面积将增加30万亩

4个百分点
森林覆盖率提高4个百分点

960万立方米
净增森林蓄积量960万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大河奔流，惊涛拍岸。由济源市承
办的2016黄河小浪底观瀑活动今日
启幕。

1991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
程前期工程正式开工，至 2001年全
部竣工。“一瓢水，半瓢沙”，水沙不
平衡是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主要原
因，因此需要调水调沙。调水调沙
之时，清水从小浪底工程的明流泄
洪洞倾泻而下，泥沙从排沙洞喷涌
而出，一高一低形成3条白色水龙和
3条黄色沙龙。6条 70多米长的黄
白巨瀑腾空而起，相互交织，翻滚搏

杀，蔚为壮观。
从 2006 年起，利用黄河小浪底

水库的调水调沙，济源、洛阳两地轮
流承办小浪底观瀑活动。今年活动
由济源市承办，预期将持续 10天左
右。观瀑活动期间，小浪底工程竣工
15周年个性化邮票首发式、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勇士的荣耀III”
格斗赛事、互动游戏APP上线、千人
帐篷露营节、光良演唱会、“全域旅
游、济源论道”、“全域旅游、魅力济
源”主题摄影展开机仪式等一系列旅
游、文化、体育、商贸活动将同步举
行。③5

黄河小浪底观瀑今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6 月 28
日，焦作市 2016年第二批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包括投资20亿
元的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武
陟淀粉胶囊医药园区项目在内的95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30亿元。

今年以来，焦作市委、市政府把
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主动力、经济
工作的总抓手，强力开放招商，狠抓
项目建设，全力优化服务。1～5月，
全市新开工项目258个，比去年同期
增加51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48.5

亿元，居全省第4位。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 95个

项目中，工业项目57个、城建项目16
个、服务业项目10个、交通项目4个、
能源项目 3个、社会事业项目 5个。
其中，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武
陟淀粉胶囊医药园区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年产胶囊剂200亿粒、小容量注
射液剂2亿支、片剂5亿片，预计年销
售收入10亿元，税收1亿元，出口创
汇 1000 万美元，提供就业岗位 500
个。③5

焦作市今年第二批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95个项目总投资23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