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相关新闻

政教科文│07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逯彦萃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7月 20日，河南省福彩中心组织省内40
名代表，踏上进京的列车，参加了由中福彩中
心组织开展的“走近双色球”活动。据河南团
领队介绍，参加本次活动的代表分别来自郑
州、南阳、漯河的热心彩民、投注站业主以及
管理员。

当晚21时，河南省观摩团来到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开奖现场。按照双色球摇奖程
序，在摇奖之前观摩团观看了双色球的发展
历程及相关知识、双色球开奖程序展示等。
随后全体成员在演播厅观看了双色球第
2017084期和 3D游戏第 2017194期的开奖
全过程。双色球、3D游戏摇奖现场内严谨的
摇奖程序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现场见证开奖不仅让自
己开拓了眼界，同时零距离感受到了彩票浓
厚的文化氛围。

在开奖现场，记者采访了参加本次活动
的南阳市一福彩投注站业主孙琳女士，据了
解，她是2000年加入福彩大家庭的，是个地

地道道的老业主。“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走近
双色球’活动，还有幸成为现场的特邀嘉宾，
在正式开奖前进入演播室观看了开奖设备
等。”孙琳女士兴奋地说，切身体会并观看开
奖全程之后才发现，开奖流程要比我想象中
的还要公开、公平、公正，“回去之后我要把我
的经历分享给我的彩民，福彩开奖的公正性
不容置疑，而且绝对是透明的。”

据了解，“走近双色球”活动自2005年 4
月正式启动，是中福彩中心为了满足社会各
界的愿望，着眼于增强福彩的透明度，增进社
会各界对福彩的了解，拉近彩民朋友与福彩
机构的距离，邀请福彩一线员工、彩民朋友和
社会公众代表走进双色球开奖现场。

近年来，“走近双色球”活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目前，该活动
已成为福彩开奖公正性的重要展示窗口，同
时也成为福彩机构与社会公众双向互动的一
个重要平台。

（吴佩锷 夏新）

观摩团实地探秘双色球开奖现场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7月 24日，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省高
级人民法院庆祝建军九十周年暨涉军
维权“汤阴经验”创立二十年大会在汤
阴县举行。全省三级法院代表与省军
区、驻汤部队官兵、军人军属代表相聚
一堂，回顾总结近年来我省法院涉军
维权的经验，对下一步司法拥军工作
进行部署。

二十年前，汤阴县法院积极探索，
在全国率先创立了“司法拥军、巩固国
防、诉内维权、诉外服务、军地共建”的
涉军维权工作模式，被誉为“汤阴经

验”在全国推广。省高院要求全省法
院继续弘扬“汤阴经验”，担当起“为军
人维权就是为祖国维权”的政治责任，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要不断完善涉军维权工作
机制，对于重要案件，院长要靠前指
挥，抓好督办协调。要建立专门的立
案审判执行运行机制，开辟绿色通道，
逐级逐案跟踪督办，切实做到快立、快
审、快结、快执。同时，还要加大巡回
办理案件力度，寻求多元化解涉军矛
盾纠纷的方法，切实维护好国防利益
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③6

□本报记者 陈小平

讲述天南地北知名获嘉人的精彩
故事，发掘“草根”获嘉人的出彩之处，
让获嘉人学获嘉人、获嘉人帮获嘉人；
把家训挂在门头，有针对性地对村民
展开培训，让家风正、民风纯……

2016年以来，获嘉县在当地媒体精
心打造《天南地北获嘉人》《出彩获嘉人》
两个栏目，组织开展“寻家史、立家训、传
家风”“三新四美”两项活动。以“两栏目
两活动”为抓手，聚民心、增民力，不断
提升文化软实力，集聚发展正能量。

内外树标杆 出彩获嘉人
从获嘉本土走出的司令员冯运涛，

到抗癌专家宋永平，再到怀揣兵书闯天
下的刘志豪……在获嘉，一个名叫《天
南地北获嘉人》的栏目，让当地百姓纷
纷感叹“原来获嘉有能耐的人真不少”！

一年多来，《天南地北获嘉人》栏
目组先后奔赴上海、珠海、郑州等地，
对 35名获嘉籍在外知名人士进行深
入采访。“通过栏目的举办，不仅提升

了获嘉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还架起了
家乡人民与在外人士沟通、交流的桥
梁，激发了在外人士热爱家乡、回报家
乡的情怀。”获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新意说。

7月 2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获
嘉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产业园负责人
告诉记者，深圳市中源航空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同贤投资200万元在此
创办了河南省飞哪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李同贤正是获嘉人。“该公司的入
驻，正是通过《天南地北获嘉人》宣传
报道招商引资的成功例证。”

《出彩获嘉人》专栏立足于在普通
获嘉人中挖掘草根群众的出彩人生。
他们中有马皮舞第21代传人杜生忠，
有木版年画艺人张同瑞，还有垃圾清
运工张方亮……在榜样的带动下，更
多获嘉人的激情与梦想被点燃，为获
嘉赶超发展增添正能量。

家训门头挂 家风带民风
走进获嘉县职王村社区，家家户

户的门头上都挂着一块石牌，上面雕

刻着各自的家训格言——“从孝从信
从善从俭”“以诚待人 以信立业”“勤
俭为本 忠厚传家”……

“这些家训都是各家各户结合自
己的实际情况和意愿自选的。刻在
门头不仅能时刻提醒自己，还能互相
监督。”职王村党支部书记职彦长告
诉记者，以家风带民风，村里的风气
明显好转。

职王村的变化不过是获嘉县开展
“寻家史、立家训、传家风”活动的一个
缩影。在县法院等单位，“家训格言”
展示活动广泛开展；在县人社局等单
位，“家规主题书法大赛”吸睛无数；在
大新庄乡张卜村等地，孝亲敬老活动
成为常态……丰富多彩的载体，让“三
家”活动逐渐深入群众生活，有效激
发、汇聚、传递了人们蕴藏在内心深处
的正能量。

“创新载体，典型引路，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把握主阵地，服务大
发展，聚民心，增民力，让全县充满向
善向美正能量，用软实力助推硬发
展。”获嘉县委书记王永记说。③7

庆祝建军庆祝建军 周年周年

获嘉：用软实力支持硬发展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 月 25
日，记者从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获悉，为保证寒门学子上学无忧，我
省设立多种资助方式，确保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

“三不愁”。
目前我省已在高等教育阶段建

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
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高校大学
生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直
接招收士官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退
役士兵教育资助、新生入学资助项
目、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
有机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
其中，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各类

特别优秀学子，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资助
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资助面约占
在校学生总数的 3%，资助标准为每
人每年 5000元；国家助学金用于资
助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家庭经济困
难在校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资
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3000元，各高校
可根据学生困难程度分档次发放；国
家助学贷款是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的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
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分为校园
地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两种模式。此外，从 2016年秋

季学期开始，对在我省就读的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专科学生，按照每生每年
2000元的标准发放“雨露计划”扶贫
助学补助。

在此提醒大学新生，入学时如暂
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报到
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
到，入校后再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困
难，由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
给予资助。

由于资助政策门类多，学生需要
根据自身情况提出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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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QQ 号 码 800185185 进 行 详 细 咨
询。②40

资助政策全覆盖 大学新生不用愁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
涉军维权“汤阴经验”创立二十年

擦亮司法拥军的河南品牌

7月22日，博爱县许良镇党员志愿者正在清理三渡湾景区水面上的杂物。近日
来，近千名志愿者参与到为景区清洁服务助力“全域旅游”发展。⑨6 程全 新生 摄

德耀中原
道德模范在身边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我的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品就
是小麦。”7月 21日，河南科技学院教
授、省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省小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茹振
钢带领记者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屋子
里，除了几叠堆放着的学术资料，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摆放在窗前的十几束小
麦植株和一袋袋小麦籽粒标本，连笔
筒里都插着麦穗。

“小时候我家粮食不够吃，当时最
大的梦想就是吃顿饱饭。”茹振钢说，

“读大学时我选择学农学，就是立志帮
农民增产增收。”

1981 年，农学专业毕业的茹振
钢，被当时育种界赫赫有名的黄光正
教授“拉进”了育种行业。“育种就是人
与植物的对话，小麦也是有感情的。”
黄光正教授的话，茹振钢铭记于心。

36年来在他的努力下，“百农62”
“百农 160”“矮抗 58”“百农 4199”等
多个小麦新品种先后培育成功并推
广。其中，“矮抗58”已累计种植2.6亿

亩，增产小麦121.1亿公斤，于2013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茹振钢看来，从事小麦育种必
须要“敢想”，只有大胆设想才能实现育
种技术的突破。“矮抗58”已经实现了
高产，如何进一步提高产量？茹振钢将
目光放在了提高光效上。高纬度地区
的小麦耐弱光，低纬度地区的小麦耐强
光，把高低纬度地区的小麦进行重新

“组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茹振钢为
自己的“异想天开”激动不已。

如今，“百农4199”高光效小麦品
种也已培育成功。跟普通小麦相比，
新品种的麦穗光效提高了近40%，亩
产达到 824.9公斤。说起自己亲手培
育的小麦，茹振钢眼里闪着亮光：“‘百
农4199’既耐弱光又耐强光，和普通小
麦相比‘早上班，晚下班，中午还不休
息’，不仅适应性更广，而且增产增效。”

今年，茹振钢和他的团队又成功培
育出BNS型二系杂交小麦，填补了世界
杂交小麦的空白，亩产最高达898公斤。

“种子是农业的核心科技，一粒种子
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茹振钢感慨。③6

用科技的力量填满粮仓
——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茹振钢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校录取通
知书正在陆续发放，寒门学子在欣喜的
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压力。7月 25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申请受理工作已全面启动。凡已
被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等培养单位
正式录取的河南籍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
制普通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学
生）、研究生和预科生，均可到户籍所在
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
审批和发放，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
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
过12000元；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
由财政全额贴息，毕业后利息由个人负
担，从毕业后3年开始归还本金，贷款期
限最长不超过20年。

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
中办理时间截至 9月 20日。学生和家
长可以通过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省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和高校的电话咨询，也可通过国家
开发银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
了解相关政策和信息。

目前，我省实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和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又称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双轮驱动”的工
作机制，实现了对我省高校学生和河南
籍考往省外高校学生贷款政策的全覆
盖。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开学后在高校申
请，同一学生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和高校国家助学贷款。

据悉，自2005年国家助学贷款“河
南模式”实施以来，我省累计发放国家助
学贷款116.5亿元，资助学生196.8万人
次，贷款发放量和资助困难学生数量均
居全国首位。而且，贷款回收情况良好，
截至2017年 6月底，贷款本金违约率为
1.51%，远低于我省 14%的风险补偿金
的比例。②40

室外酷暑难耐 赛场春意盎然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郁 摄影报道

7月 22日，第九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河南赛区预选赛暨首届插花花艺大
赛在郑州举行。

外面骄阳似火，可在郑州市陈砦
花卉大学路店内的赛场，却是一片春
意盎然，首届插花花艺大赛正在这里
举行。

据介绍，共有42名选手报名前来
参赛。专业组的比赛共有来自省内的
26名选手入围，这些选手大部分是省
内各知名鲜花店的高级花艺师。

中国花卉大师谢晓荣称，今年参
赛的选手普遍比较年轻，他们的创意也
比较大胆、别出心裁。值得提醒广大参
赛选手的是，中国传统式插花讲究的不
仅是花艺技巧，花材的搭配和器皿的选
择也很考究，更需要选手对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有深刻的理解，这样才能做出有

“灵魂”的作品打动人心。⑨7
来自全省各地的花艺高手齐聚郑州参加插花大赛，云淡风轻背后，是他们专业的技术，严谨的态度，赛场内他们较量

手艺，比拼创意。

啥人能申请？

河南籍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研
究生、预科生

●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能贷多少钱？

●集中办理时间截至9月20日

●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的网站了解相关信息

怎么来申请？

“河南模式”的助学成果

●自2005年以来我省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116.5亿元

●资助学生 196.8万人次

●贷款发放量和资助
困难学生数量均居
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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