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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万米

全市共投入资
金 7397.98 万
元 ，拆 除 各 类
废弃电线 432
万米

本报讯（记者 卢松）6月 25日，从郑州慈善总会
传来好消息，为帮助金榜题名却无力承担学费的寒门
学子，郑州慈善总会将联合郑州一家爱心企业，共同
开展“牵手工程”成才圆梦助学活动，计划帮助郑州市
190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据了解，该助学活动前期由郑州市各县（市）区慈
善总会进行材料收集与初选，由郑州慈善总会和有关
爱心企业进行最终审核。通过审核的每名困难学子
将收到 5000元的慈善助学金。此外，确定受助的困
难学子，还将参加不少于 3天的志愿者公益实践活
动。

目前高考分数线已经公布，部分困难家庭学子在为
金榜题名而高兴的同时，学费或许成为他们遇到的一
大难题。郑州慈善总会呼吁更多爱心企业行动起来，
用善举改变一个人命运，为一个家庭送去希望。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团雾是引发高速公路事故
的“隐形杀手”，这一安全隐患今后有望得以解决。6
月 26日，记者从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召开的
全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上获悉，
今年全省高速公路重点团雾多发路段将全部安装雾
天公路行车安全诱导装置。

雾天公路行车安全诱导装置是如何防撞的？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装置主要具
有“指路”和“防撞预警”两大功能，就是在高速公路两
侧安装提示预警灯，预警灯会根据能见度、车流情况
智能改变爆闪颜色。当雾区出现黄色警示灯时，提示
司机要注意减速慢行，当黄色警示灯变成红色警示灯
时，提示前方不远处有车或者有事故，要谨慎驾驶，确
保行车安全。

“驾驶员可以通过路两侧红灯闪烁的情况判断跟
前车的车距，如果没有红灯闪烁证明前方没有车辆，
有红灯则表明前方 72米处有车辆，如果全是红灯证
明车辆很多，红灯稀少证明前方车辆也少。这种灯在
雾天的透光度是普通信号灯的3倍，能够非常有效地
提醒驾驶员注意车距和车速。”该负责人说。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是我
省打造的六大区域医疗中心之一，被列入今年全省的
重点民生实事。6月 25日，区域中心建设再出实招，
河南省儿童医院将全面引入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
等5个科室的专家团队，让我省儿童在家门口享受到
北京专家的医疗服务。

据悉，此次河南省儿童医院同北京儿童医院的肿
瘤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介入肺科、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等 5名科室主任签订了科室目标管
理责任书，其中肿瘤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遗传代谢
科和介入肺科的主任将同时出任河南省儿童医院相
关专业的科主任，负责该专业的学科发展规划、人才
培养等，全面提升医院学科专业内涵水平及临床诊疗
水平，推进区域中心加速建设。

“目标任务都是非常具体且可量化的，比如介入
肺科，北京儿童医院每年要指导两项新技术的开展，
每月指导开展纤维镜手术不少于5台等，将大大促进
我省相关儿科专业的发展，培养更多优质儿科医生。”
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说，实施“双主任制”，河
南儿童的健康将成为北京专家的“自家事”，每月在固
定时间到医院坐诊、查房、进行疑难病例会诊。③7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刘一宁）6月 26日，记者从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大力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我
省将于 10月 27日至 28日在郑州举办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这是我省近年来第一次以省委、省政
府名义举办的高规格大规模的招才引智活动。

大会由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人民
政府承办。

本次大会以“广聚天下英才，让中原更加出彩”为主
题，坚持引进“高精尖”人才与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相结合、
刚性引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引进人才与引进项目相结
合、集中引才与长效聚才相结合，广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科研人员、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团队、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猎头公司、知名企业高管及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等
参会，旨在集聚一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团队），为推动
河南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本次大会的“重头戏”包含十大专题活动和六项河南
行活动。③9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
遂旺）“以前每个电线杆子上都有数十
条线，拍张照片都能留下‘蜘蛛网’的
影子。现在可好了，利索了，街道特别
干净，也不挡天空了，心情也格外舒
畅。”6月 25日，已在安阳市紫薇大道
居住30多年的郭女士告诉记者。

就在几个月之前，当你走在安阳
市的大街小巷，抬头就能见到这样的
景象：各式电线缠绕在电线杆上，团成
一个黑疙瘩；街道上空的电线杂乱交
错，活似一个个“空中蜘蛛网”。

空中的电线、电话线等，年年只
增不减，即使废弃掉的线也无人搭
理。负责此项清除工作的刘书栋说，
这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还有沿
街的一些住户、商户和单位，为了图
方便，更是利用电线杆肆意牵拉电
线，且与公用电线、电缆混合在一
起。时常有掉落的电线绊倒路人，埋
下了诸多安全隐患。

今年 3 月，安阳市开展“城市双
修”工作，净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形
象，下大气力清除“空中蜘蛛网”。

紫薇大道两旁，各种线路密布，都
说是治理的“老大难”。安阳市就拿这
个“老大难”开刀，下大气力进行整
治。仅用了一个星期，这个街道的废
线全部清除，20天后各种电线入地。
紫薇大道给全市作出了表率，各单位
积极跟进，不少单位不分昼夜施工，如
期完成整治任务。

目前，安阳市 12条道路的通信、
电力管线规范整治已完成。据统
计，全市共投入资金 7397.98 万元，
拆除各类废弃电线 432 万米，整治
重点、难点部位千余处，深受百姓欢
迎。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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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银行”遍地开花

位于郑州市棉纺东路的中国工商银行营业
部，其营业大厅与传统银行完全不一样，最显眼
的位置不是柜台和防弹玻璃，而是一排“智慧柜
员机”。工作人员介绍，平时需要在柜面办理的
现金业务，在这里有80%可以通过机器办理，并
能实现“即办即走”。6月25日，记者进行了体
验，看看智慧柜员机到底有多“聪明”——放入
身份证、信息录入、信息确认、设置密码……办
理业务全程用时3分钟，而且无纸化。

如今，这样的“智慧银行”在郑州已经遍
地开花，不少银行正在进行营业网点的全面
智慧化升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金融科技大踏步迎面走来。

金融科技让身居乡村的农民享受金融服务
也变得“触手可及”。南阳市社旗县桥头镇的马
女士，下载了好几个手机银行APP，她时常通过
APP比较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定期做投资。

科技赋能金融“普”“惠”

金融科技的普及，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
的服务模式，普惠到更多人。

中国人民银行 2017年年报显示，消费者
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的资金达到 846427
万笔，比起 2016年几乎实现了翻番。网上支
付跨行清算金额也由 2016年的 374610亿元
增长到2017年的617200亿元。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主要依
靠金融科技的力量。”一家银行网络金融部的
负责人表示，如今不少银行通过开发云技术，
搭建风控模型，让小微企业贷款在线上就能
进行，一方面可以让企业不用担保和抵押，凭
借信用就能进行贷款，另一方面，将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控制在1%左右。

有位参加论坛的专家说，技术是实现普惠
金融的关键驱动力，云计算技术能够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是为“惠”，互联网让生活在都市和乡
村的人可以共享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是为“普”。

跨界融合服务消费者

“通过银行的 APP不仅可以享受金融服
务，而且可以买美食、预约专家挂号……”在
金融科技的助力下，金融服务与商业场景深
度融合，服务变得无所不在，金融机构与其他
服务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

在金融科技大潮背后，大量互联网公司、
科技公司开始进军金融界，比如京东、ofo、美
团等公司申请金融牌照。与此同时，很多传
统的金融机构也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金融
和科技的边界也逐渐模糊。

金融与科技、金融业与服务业正在走向
跨界融合，带来的结果将是消费者享受更加
方便的“一站式”服务。③7

“指尖上的金融”让生活充满智“惠”

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招才引智专场

2.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招才引智专场

3.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招才引智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招聘专场

4.“健康河南”招才引智专场

5.高等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专场

6.“名校英才入豫计划”专场

7.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回国人员）项目对接洽谈专场

8.高技能人才招聘专场

9.“智汇郑州”高层次人才暨项目对接洽谈专场

10.各省辖市人才成果（项目）展示暨招聘专场

1.两院院士河南行

2.海外院士河南行

3.“千人计划”专家河南行

4.中国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河南行

5.教育专家河南行

6.医疗卫生专家河南行

十大专题活动

六项河南行活动

6月 22日，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课外活动教室，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学习机器人知识。当日，该中心正式运行，设
有政务大厅、党员之家、亲子中心等22个功能场馆，为辖区居民提供政务办理、休闲健身、医疗保健等一站式综合服务。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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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星火”点亮台前扶贫路□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金勇 徐兴国 赵现荣

火热6月，吕国伟的生意也是愈发
红火。作为邮翼台前运营中心的负责
人，这段时间他正忙着把合作的6家农
业合作社生产的大蒜、鹅蛋等农特产
品，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去年
我们还创造了网上 3 分钟热销 3000
单的台前电商销售纪录。电商，正在
让我们台前走向前台。”吕国伟所言不
虚。台前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近年
来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大力发展
电商产业，走出了一条“电商＋扶贫”
的特色脱贫致富路。

通过“触电”火起来的不止吕国伟
一人，还有他身后的 36名贫困户。他
们有的是吕国伟的“加盟商”，由吕国
伟协助开设网店并提供货源和营销指
导；有的是吕国伟的“打包工”，负责打
包快递包裹，一些手快的贫困户月收

入在2000元以上。
这只是台前县电商扶贫的一个典

型事例。近年来，台前县将电子商务
列入重点培育发展事项，在濮阳市率
先建成电子商务产业园，成立了由县
长任组长的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了县电商办，制订出台了《台前县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
干意见》《台前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工作实施方案》《台前县农村电商
扶贫支持办法实施方案》等文件，积极
打造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齐抓共管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新格
局，广大农民也搭上电子商务快车，疾
驰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现如今，台前县已发展电商企业
300 余家、农村网店 4800 余家、电商
从业人员3.5万余人。“店小二”“增粉”

“网店流量”等时髦的名词，更是成为
当地群众的口头语。

已成燎原之势的台前电商，不仅
有力拉动了县域经济的增长，还开辟
了一条精准扶贫新路径。离黄河不到

1公里的台前县马楼镇黄那里村，以前
由于交通不便，群众就业门路有限。
随着电商在台前县的蓬勃发展，头脑
灵活的村民黄良德率先“触电”，不仅
在“线下”办起了生产成人围兜、尿垫

等产品的加工厂，还积极在“线上”开
展产品营销。目前，他已在电商平台
开设了 5个店铺，年销售额上百万元，
并吸纳了 13名贫困户就业，成为当地
电商扶贫的典范，向他“拜师学艺”的
村民更是络绎不绝。

台前电商发展如此迅速，与当地
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围
绕开辟电商扶贫新路径，该县高标准
建设了电子商务产业园，打造了汽配
馆、羽绒馆、相框馆等电商基地，开设
了 9 个乡级农村电商扶贫服务站和
280 个村级电商扶贫服务点，构建了
资源共享、覆盖广泛的县、乡、村三级
服务网络，实现了“乡乡有网店、村村
通快递”的良好电商生态。

电商扶贫，培训先行。围绕“互联
网+县域新经济”及“电子商务实操”等

内容，台前县常年开设免费电商人才
培训班，着力激发贫困户的电商创业
热情。截至目前，该县已组织 97期公
益电商培训，惠及700余名贫困户。

“以前上网也就是打打游戏，去年
参加县里的电商培训后，我才知道网
上也能挣大钱。”台前县打渔陈镇马街
村贫困户马怀申在县电商办的帮扶
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已在电商平台
开设了 3个店铺，平均日销售额接近
2000元。现如今，他已作为电商扶贫
带头人，积极帮助和引领更多的贫困
户“触电”致富。

“让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是
我们开展电商扶贫工作的出发点，也
是落脚点。”台前县电商办主任付纯灵
表示，今后，台前县还将按照“电商+精
准扶贫就业基地+贫困户”“电商企
业+贫困户”“电商+农业合作社+贫困
户”等模式，着力壮大电商产业，积极
放大电商扶贫效应，引领更多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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