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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霞

6月 3日，省统计局人口处发布数
据，2016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平稳较快增长。全省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9505元，同比名义增长9.0%，金融业
年均收入最高；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33312元，同比
名义增长9.1%，房地产业年均收入最
高。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平均工
资差距有所扩大。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郑州、洛阳、开封排前三位

2016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为49505元，与2015年
的 45403 元相比，增加了 4102 元，同
比名义增长9.0%，扣除物价因素，实际

增长7.0%。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50028元。

分省辖市看，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前三位的是郑
州市、洛阳市和开封市，分别为60373
元、50076元和48379元；排名后三位的
是驻马店市、新乡市和鹤壁市，分别为
44425元、43872元和41739元。

分省直管县（市）看，2016年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
是兰考县 50881 元；最低的是滑县
40295元。

分行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
别是金融业91212元，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6658元，信息传
输、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62467元，分
别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84倍、1.35倍和
1.26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
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36591元，农、林、
牧、渔业36785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36848元。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许昌、郑州、商丘排前三位

2016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为 33312 元，与 2015 年的
30546元相比，增加了2766元，同比名义
增长9.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1%。

分省辖市看，2016年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前三位的是
许昌市、郑州市和商丘市，分别为
39601元、37998元和 35401元；同比
增速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南阳市、郑
州市和商丘市，名义增长率分别为
14.2%、13.4%和13.4%。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
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房地产业 38208
元，建筑业 36021元，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35533元。年平均工资最低

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
27450元，金融业（主要是各种保险代
理、典当行和投资咨询公司）30091
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0192元。

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平均
工资差距较大

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部联网
直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3068
元，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平均工资
差距较突出。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
人员最高，为 78231元；商业、服务业
人员最低，为36648元。

分行业门类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岗位工资差距最大，岗位平均工资最高
与最低之比为2.74；其次是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
之比为2.71；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岗位工资差距较
小，最高与最低之比均为1.95。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尹
沅沅）6月 6日上午，河南沃森智能肿
瘤会诊中心签约暨启动仪式在河南
省人民医院举行，百洋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省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国际先进的肿瘤智能诊疗系统引
入该院，使中原地区肿瘤患者在“家
门口”即可享受到具备全球顶尖专家
团队经验的会诊意见。

据了解，“沃森肿瘤”对癌种已诊
断明确的肿瘤患者快速制定以循证
医学为基础的、领先的、个性化的肿
瘤治疗方案。医生通过智能化系统
输入肿瘤患者信息，不但可以在十几

秒内即可获取客观规范、精准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及分析，还可以快速查询
支持每项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信息
和科研证据。实践证明，“沃森肿瘤”
给出的治疗方案与美国顶级专家组
给出的治疗方案达到了 90%以上的
符合度，因此也被称为“全球首个智
能肿瘤医生助手”。

“今后，医院将通过沃森智能肿
瘤会诊中心这一平台，让更多医务人
员得到先进医学技术培训，让肿瘤患
者尤其是基层患者得到更加规范、标
准、精确、高效的肿瘤诊疗服务。”省
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表示。③6

2016年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平稳较快增长

非私营单位人员年均工资49505元

河南肿瘤医生临床诊疗有了智能“助手”

十几秒给出顶尖专家会诊意见

6 月 5日，国机重工（洛阳）
有限公司的压路机总装线上，一
批出口东南亚的产品正在紧张装
配。随着压路机开始陆续批量出
口东南亚，国机重工在助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
又迈出了一步。⑨7 潘炳郁 肖
丽明 摄

6月6日，渑池
县供电公司组织青
年志愿者来到仰韶
乡裴窑村开展宣传
活动，向村民普及用
电知识和用电安全
常识。⑨7 卢贤贤
宋冰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6日，记
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悉，河南
电力交易中心挂牌一年多来，为我省
组织开展电力直接交易搭建了流程
规范、运作透明、信息充分、便于监管
的交易平台。该中心坚持以市场和
客户为导向，持续完善运行模式、工
作机制和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
扩大交易规模，积极服务发电企业、
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

今年前5个月，我省已组织符合
市场准入条件的电力用户与统调公
用电厂开展 4次电力直接交易。按
照双边协商和集中撮合竞价两种模
式，河南电力交易中心分别于1月23

日、2月7日、2月20日和3月24日完
成交易，涉及 50余家发电企业，150
余家电力用户，累计成交电量32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77.8%；平均降低
企业用电价格 34.9 元/兆瓦时，共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11.2亿元。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电力体制改
革的核心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即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实行市场开放
准入，形成多买多卖的市场格局，同
时加强对输配电网的监管，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截至目前，全省已经
具备交易资格的电力用户达到1992
家，已有3个批次共计110家售电公
司注册成功，具备交易资格。③7

前5个月完成直接交易电量320亿千瓦时

我省降低企业成本11.2亿元

□本报记者 樊霞
本报通讯员 王军胜

每所大学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气

质。

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第一所民

办普通本科高校，全国首批“应用

科 技 大 学 改 革 试 点 战 略 研 究 单

位”，河南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高

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0

强，全国首批众创空间,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这一个又一个闪亮的荣誉，无

不凸显着“33 岁”黄河科技学院的

气质：“创新”书写“传奇”。

“近年来，黄河科技学院启动新

一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专业

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持

续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一

直被视为民办高校传奇人物的黄

科院创始人胡大白说，“办一所对

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是我们的心

愿。”

“我很幸运成为创新
班的学生”

“我很幸运成为创新班的一名

学生。”黄河科技学院临床医学创

新班的张亚雯很自豪。即将到来

的暑假，按照学院教学安排，她和

其他 29 名创新班的同学们将到美

国免费游学。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张亚雯

度过了新鲜而又有挑战的大一生

活：专用教室，人手一台笔记本电

脑，博士老师们全英教学。课堂

上,同学们进行分组讨论，小组展

示；课下，同学们积极参与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以及丰富多彩的校

内活动。

最让张亚雯自豪的是，大一上

半学期，创新班 30名同学全部通过

四级英语考试；在河南省翻译大赛

中，26名同学获得奖励。

临床医学创新班是 2016 年黄

科院新增专业，在学院学习的 5 年

时间里，创新班的同学们每年都会

获得学院奖学金。“我们这个专业

承载着学院教学创新的重任。”医

学院院长黄涛说，“我们以‘岗位胜

任力培养’为导向，重点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医学创新思维及

终身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创新班诞生的背

景是，“双一流”战略为地方高校发

展提供了政策契机；郑州升级国家

中心城市，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医学人才提出新的要求。学院借

此推进医学教育改革，逐步打造专

业品牌，培养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型

医学人才。

窥一斑而知全豹。实际上，黄

河科技学院的“创新创业”一直走

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找准定位，紧

紧瞄准河南国家发展战略的人才

需求设置专业，把大学教育从“象

牙之塔”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发

动机”，“这是黄河科技学院设置专

业的一贯做法。”胡大白表示，33年

来，黄河科技学院高度重视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积极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

置。“让每一名大学生在大学里不

仅学知识，还要学技能，学会适应

社会发展的能力。”

据了解，近几年，黄河科技学

院主动服务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等国家战

略，新设置了物流管理、轨道交通

与营运管理、纳米材料与技术、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不

断提升了学科的科技创新能力和

专业群的建设质量，把学科专业

建设推向更高层次，不仅提高了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还逐步提升

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目前，学校设有信息工程学院、

医学院、商学院、大数据与智能技

术学院等 17 个二级学院；设有工

学、理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开设土

木工程、临床医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等 65个本科专业，数控技

术、护理等 35个专科专业。

而最好的数字会“说话”：33年

来，黄河科技学院“本科学历教育

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

了 16万余名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用俗语去上最生动
的理论课”

古话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在黄河科技学院，这种传统的

教育模式已经被“专业+创新”有机

融合的课程体系丰富和充实，而老

师们各自拥有的出色能力也被学

生们津津乐道。

“同学们，如果买车，你是买高

档车还是低档车？”“买高档车，安

全系数有了，命保住了，家保住了,

辛辛苦苦买的房子也保住了！”顿

时，昏沉沉的课堂一片笑声，热烘

烘的天气里，大家午休的疲倦一扫

而光。

这是交通学院的王铭杰教授在

给 2014 级汽车服务班的学生上的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课。本来枯燥

的理论课，在王教授的讲授下，变

得那么有趣！“上王教授的课，很少

有人打瞌睡或者玩手机，因为注意

力都在他讲的东西里面。”下课后，

学生苗小朋和高强告诉记者他们

上王教授课的感受。

王铭杰教课已经快 30年了，曾

经也为学生不爱听理论课而苦恼

过。但是他是一个注重创新和改

变的人，就不断摸索适应学生“口

味”的讲课风格，把“枯燥的理论课

讲活，讲得学生爱听、想听”作为探

索的目标。

创新式理论课堂，依赖于像王

铭杰这样的老师们；科研上的创新

则由科研人员领衔构筑。

“要想教好学生，教师自己要有

真本事。没有创新精神的教师，一

定 带 不 出 有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的 学

生。”黄河科技学院新药研发中心

负责人吕志俭教授说，要通过教师

创新带动学生创新创业，通过老生

创业带动新生创业，从而将创业教

学融入专业教学，将创业教育渗透

到学校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作为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博

士，药物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专

家，吕志俭于 2012年黄河科技学院

纳米功能材料研究所成立初期，在

副校长杨保成的诚挚邀请下，放弃

了在美国默克公司年薪几十万美

元的高管工作，来到黄河科技学

院，与其他高层次人才一起致力于

新型有机小分子药物的研发。

王铭杰、吕志俭们是学院师资

队伍的中坚力量，是黄河科技学院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强

校”战略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黄河科技学院师资队

伍建设再上新的台阶，人才强校竞

争力进一步提升，国内外高级专家

的引进是其中显要的标志。中国

工程院资深院士钟世镇受聘黄河

科技学院，这是该校聘请的第四位

院士；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根岸英一被聘为

终身名誉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艺

理论学会副会长鲁枢元教授担纲

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实现了学

校引进国内外高级专家和著名学

者的新突破。

除了引进高层次人才之外，黄

河科技学院还培育了一支具有较

强研发能力的科研人才队伍。学

校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的专家、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得者、

国家优秀教师等荣誉的教师 150余

人；拥有工程师暨教师、律师暨教

师、会计师暨教师等各类“双师型”

教师 600余人，使教学与生产、教学

与科研、教学与社会紧密结合。

创造最美的未来

拥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搭建创

新的平台，创造实践的机会，这些

因素碰撞到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

聚变反应？

一个现象是：每年毕业季，黄河

科技学院的毕业生都是各家单位

争 抢 的 对 象 ，总 能 早 早 拿 到

of-fer。毕业生范献迪就是其中一

员，前几天，他刚刚被某知名电器

公司录取，该公司在河南地区仅有

10个招聘名额。

而一张黄河科技学院 2017 届

电气专业毕业生王永帅手持 14 本

专利的照片，最近刷爆了朋友圈。

在黄河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像

王永帅一样，仅 2017届毕业生获发

明专利的就有 150人次以上。

应用技术学院 2013 级电器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张睿，因擅

长发明制作被大家戏称为“创新大

神”。入校不到两年，张睿已设计

制作了 3D 打印机、激光雕刻机、投

影仪、电动遥控滑板等 10余件科技

作品。其中，他发明的仿 3D 激光

雕刻机，填补了国内大学生发明的

空白。

让学生成为“能人工匠”，而不

是入了职场就水土不服，黄河科技

学院是怎么做到的？

“培养应用型人才，课堂教学、

项目培养、校企合作都要围绕这条

主线，通过引企入校、订单培养、自

办实体等形式，多方面深化校企合

作。”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张洛明说。

实际上，有三种“精神”在黄河

科技学院备受重视。学校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式和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工匠精

神”融入人才培养体系；鼓励教师

将“企业家精神”培养与专业教育

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精神”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探索以学生为中心

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探究

式、体验式、工坊式等多种教学模

式。并面向大一学生开设新生研

讨课，将专业教育、创新思维培养

紧密结合起来；面向大三以上学生

开设高年级研讨课，强化创业意识

和综合创新能力。目前学院已开

设新生研讨课 399 门，高年级研讨

课 313门。

正是明确的特色化人才培养模

式，让学生们练就“入世”技能。黄

河科技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

持在 96%以上，学校也因此荣获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广阔而多样的就业空间，是黄

河科技学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2015 年 9 月，新闻传播学院 2014

届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赵杰成为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这也

是黄科院第一位进入哈佛读书的

毕业生。

“能够被哈佛录取，这得力于黄

河科技学院为我们学习、实践搭建

了各种完善的平台，为学生的学

习、发展提供了多样化发展空间，

提升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赵杰

说。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当一名名

黄科院毕业生拿到名校研究生的

通知书时，他们内心满怀感恩。

“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求学，我

们都希望为学生们淬炼出一双奋

发的翅膀，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美

好的未来。”黄科院院长杨雪梅深

情地说。

黄河科技学院何以成为民办高校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