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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韩国进行就任国家元首后的首次
国事访问。一次走亲戚、串门式的
访问，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带
入了“合作升级”的新通道。

“极其少见”的外交礼遇，“超时
一倍”的首脑会谈，一篇打动人心的
署名文章与 30 分钟近 30 次掌声的
大学演讲，一份顶层设计的联合声
明与12项重要合作协议……习近平
主席此访精彩纷呈，亮点不断。韩
联社评论说，中韩关系进入全方位

扩展的“政热经热”时代。
中韩互为东亚善邻，有史地人文之

缘、和平繁荣之需，中韩合作应需合缘，
惠及自身，泽被亚洲与世界。习近平
主席此访，将中韩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是中韩关系史上的新里程碑。

此访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韩
要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
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
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四个伙
伴”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韩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内涵，也为今后中韩关
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肩负振兴重任的亚洲而言，

中韩坚持互利合作，强化利益融合，
是地区发展的助推器。

作为两个曾深受贫困之苦的国
家，中韩对发展有着迫切的诉求，对
合作的发展红利有着真切的感受。
此访中，两国元首就年底前完成中
韩自贸区谈判达成一致，并共同见
证在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备忘
录的签署。中韩都属于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韩贸易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双边贸易之一，中韩经济融合必将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亚
洲开放融合发展大势。

对面临安全挑战的亚洲而言，

中韩坚持睦邻友好，增加相互信任，
是地区和平的稳定器。

作为两个曾饱受战争之祸的国
家，中韩对和平有着强烈渴望，也最
能从地区稳定中获益。习主席访
韩，两国元首就朝核问题达成重要
共识：一致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的目标，遵守履行

“9·19”共同声明，坚持推进无核化
进程，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4
点共识”基调积极、内涵平衡，必将
为推动半岛局势缓和与东北亚和平
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在首尔大学演讲中，习近平主

席面向韩国公众庄重承诺，中国将
始终做一个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虚
心学习的国家。百金买屋，千金买
邻，一个发展的中国不但是中韩合
作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共享的繁荣之机。

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个是开创“国民幸福时
代”、创造“第二汉江奇迹”的韩国
梦，相信中韩两国可以有更开阔的
眼界、更宏远的目标，以东方智慧把
两个美好梦想融入更宏伟的亚洲
梦，为地区乃至世界开创更美好的
未来。（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新华社杭州 7月 5日电 杭
州公交车燃烧事件受伤人员已上
升至 32 人，目前仍无人员死亡报
告。

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5 日
晚 8 时发布通报，7 月 5 日下午 5
时 03 分，杭州市公安局 110 报警
台接群众报警：一辆 7 路公交车
途经东坡路与庆春路交叉口时车
内起火燃烧。

通报称，经初步核实，截至目
前送医院就诊的受伤乘客 32 人，
无人员死亡。该车起火时，车上
有乘客 80 余人。对受伤人员，
省、市卫生部门及相关医院正在
全力救治。

杭州市公安局表示，起火原
因正在调查中。

目前现场已处理完毕，交通
已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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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坐落在历史文
化名城、八朝古都开封，成立于 2003 年
并于同年开始招生，是经国家教育部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本科层
次独立学院。

十年民生，初露锋芒；十年砥砺，
铸就辉煌！学院现为全国独立学院协
作会常务理事单位、全国高等学校教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民办高
校常务理事单位，先后荣获中国十大
品牌独立学院、全国先进独立学院、河
南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十佳院校等
荣誉称号。

学院在继承和发扬母体学校河南
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优良校风
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开拓进取，认真
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办学之
路。学院大力开展“教风、学风、考风”
建设，积极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全力实
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教育战略，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综合
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

目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由河南
大学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合办，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学
院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设有 6 个分
院、46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经、
管、法、医、教育、艺术 9 大学科门类，拥
有省级重点学科 1 个、省级特色专业 4
个，在校生 14000 多人，已发展成以本

科教育为主体、应用型学科门类齐全、
专业结构合理、综合实力较强、办学特
色鲜明的应用教学型独立学院。

坚持教学中心地位，狠抓人才培
养质量。近年来，民生学院不断深化
教学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建
设与地方经济“互动发展”，在河南佳
瑞特实业集团、河南安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天一文化有限公司等多
家知名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另
外，学院成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中心，聘请多名学者及专家团队，在大
学生科技创新、公务员考试、考研深
造、实习实训、社会实践、职业规划、创
业实践、素质拓展、社团文化等有益于
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广泛领域进行
指导与培训，学生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成绩显著。近年来，在河南省科技、文
艺、体育、志愿服务等赛事活动中，学
院先后多次获得省级先进集体、上千

余人次获得上级有关部门奖励。同时
该学院还注重开放性办学，先后与韩
国又松大学、日本大学等多所国外知
名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毕业生综合素质和竞争力逐年提
升。2013 年，民生学院毕业生考取研
究生、公务员和选调生的比率已超过
25%，学院相当一部分学生考取了国
内外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名校研究生。
2014 年毕业生考研率超过去年，有的
专业考研率超过 47.5%。2000 多名毕
业生中有近 350 人考取了国内外知名
高校研究生，出现 5 个学生宿舍全体
考上研究生的“学霸宿舍”。毕业生
就业率位居河南省同类院校前列，毕
业生中既有一大批分布在省内外企
业一线岗位上的业务骨干，也有在党
政机关、科研院所、部队、教育战线崭
露头角的佼佼者。此外，学院生源质
量也在稳步提升。据了解，2013 年，
文科一志愿上线率达到 158.1%、理科
一志愿上线率达到 153.4%，分别高出
三本线 39 分、50 分；艺术类一志愿上
线率达到 300%。英语专业学生专业
八级考试通过率高出全国高校平均
水平 5 个百分点。

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自学
院成立以来，他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文
化导向，积极营造以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为导向的校园文化氛围，全面深入
开展“教风、学风、考风”三风建设，用
崇高的理想鼓舞人，用先进的理念引
导人，用优良的作风教育人，用拼搏的
精神激励人，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多年来，民

生学院充分利用重大节庆日和纪念
日，开展系列教育活动，注重把爱国主
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内容具体化，把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日常活动之中。
同时，他们还以学院网站为主体，积极
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
活动；开设“民生大讲堂”，定期邀请国
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开拓了学生视
野，营造了积极向上、文明有序、奋发
有为的校园文化氛围。此外，学院还
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新生
奖学金、河南省佳瑞特集团在民生学
院设立“佳瑞特”奖学金，营造健康向
上的校园文化，弘扬刻苦学习、顽强拼
搏精神和求真务实、明礼诚信的道德
风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价
值观。

此外，学院在新校区建设方面集理
念先进、功能齐全，融开放性、地域文化
特色于一体，努力打造低碳、园林、弹性
发展的现代校园。目前，新校园一期工
程全部投入使用，教学楼、后勤楼、餐
厅、公寓、浴池、自助银行、卫生所等基
础设施已陆续启用，先进的多媒体、数
字化校园、语音室、多功能报告厅、文化
广场等设施推进了校园的现代化，绿化
全面展开，伴随着二期工程的即将完
工，一个风景优美、设施先进、管理科学
的现代校园正蔚然形成。

今天的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正以
更加崭新、昂扬的姿态，全力助推中原
经济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为建成全国知名、具有现代大学特点
的全国先进独立学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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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保险学

金融学（金融统计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

工商管理

旅游管理

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社会工作

法学

法学（经济法方向）

汉语言文学

戏剧影视文学

应用心理学
（心理咨询方向）

应用心理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向）

学前教育

英语

日语

俄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环境科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动化

土木工程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临床医学

药学

药物制剂

食品质量与安全

护理学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与主持艺术

新闻学

广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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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0

90

15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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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外省计划

（普通本科）

天津 13人、河北 10人

陕西 15

山西 6人、福建 10人

天津 12人、安徽 5人、陕西 5人、

甘肃 10人、新疆 10人

河北 10 人、新疆 20 人、广西 10 人、

青海 5人

福建 10人

黑龙江 10人

黑龙江 5人

河北 5人 、甘肃 10人

宁夏 5人

甘肃 10人

安徽 7人

陕西 7人、安徽 10人、青海 5人

河北 10人、宁夏 10人、新疆 10人

福建 5人 、广西 10人、

陕西 10人

山西 6人、新疆 16人、福建 10人、

广西 10人、浙江 16人、

青海 10人、宁夏 15人

山西 11人 、安徽 8人

新疆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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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临床医学

护理学

工商管理
合计

科类

专升本

专升本

专升本

专升本

专升本

专升本

专升本

学制

2

2
2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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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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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忱 欢 迎 莘 莘 学 子 报 考 河 南 大 学 民 生 学 院 ！

2014年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招生计划表
普通本科：

专升本：

咨 询 电 话 ：0371-23880086 23885656 23880262 23881010 网 址 ：http://minsheng.henu.edu.cn http://mszb.henu.edu.cn 电 子 邮 箱 ： mszb@henu.edu.cn

（说明:招生计划以《2014年河南省招生考试之友》公布为准。）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新校区大门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新校区大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河南大学携手共建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签约仪式

民生学院院长李文山教授应邀参加中国教育盛民生学院院长李文山教授应邀参加中国教育盛
典活动并接受专访典活动并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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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伙伴”丰富关系内涵 “4 点共识”推动地区和平

中韩携手 共襄繁荣
■国际时评

杭州发生公交车燃烧事故
致 32 名乘客受伤

两起仇杀致四青年殒命 一场葬礼引大规模冲突

巴以冤冤相报痛写“血色青春”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5 日电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 5 日发布的消
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斯拉
维扬斯克市目前已被乌政府军
控制。

该消息说，乌克兰国防部长格
列捷伊当天向乌总统波罗申科报
告说，波罗申科下达的有关“从武
装分子手中收复斯拉维扬斯克市”
的命令已经执行完毕，该市议会也
已升起了乌克兰国旗。格列捷伊
还说，目前已经开展恢复该市正常
生活的工作。波罗申科表示，在

“收复城市和居民点”的过程中，要
最大限度对平民进行保护。

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
援引乌东部民间武装领导人的

话报道称，乌东部民间武装 5 日
被迫撤离斯拉维扬斯克市，目前
该市处在乌强力部门人员控制
之下。另据“俄罗斯 24”新闻频
道报道，乌东部民间武装当天从
斯拉维扬斯克市向顿涅茨克和
戈尔洛夫卡方向撤离，其指挥部
可能迁至克拉马托尔斯克。

乌克兰总统府 7 月 1 日凌晨
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波罗申科决
定暂时中止在乌克兰东南部地
区单方面停火机制的效力。乌
议长图尔奇诺夫同一天宣布，乌
政府军已于当天上午恢复在卢
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的军事
行动，对东部地区“恐怖分子”的
基地和盘踞要地进行空袭。

乌政府军控制东部重镇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记者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获悉，该馆自 3 月 27 日设立网
上纪念馆以来，截至 7 月初，已有
近 800 万人次点击浏览，其中境
外网友点击量超过 20 万人次，各
类留言 10 万多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
馆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首都互联网协会联合北京属地主
要网站和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共
同推出。网站自上线以来，海内

外网友反响积极，不少网友纷纷
将身边的抗战史料、图片上传到
纪念馆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网友上传的历史照片、文物图片
等已超过 5000 张，抗战人物故
事、历史事件资料约 3500份。

据抗战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少网民提供的资料弥足珍贵，
有的颇有特色，有的鲜为人知，
还有的内容属于原创作品或是
没有公开发布过的材料，含丰富
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
浏览量近800万人次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7 月 4 日
电 疑遭犹太极端分子杀害的巴勒
斯坦青年阿布·胡迪尔的葬礼 4 日
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居住
区舒阿法特举行。葬礼当天，巴勒
斯坦示威者在舒阿法特及其他东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社区与以色列
警察爆发激烈冲突，造成数十人受
伤。这是多年来在东耶路撒冷发
生的最大规模的以巴暴力对抗。

胡迪尔葬礼当天恰逢今年穆
斯林斋月的首个周五聚礼日，两个
日子的重合使得东耶路撒冷局势
更加剑拔弩张。以色列警方在通
往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道路上都设
置了关卡，部署了荷枪实弹的警
察。通向舒阿法特的主要道路也
被以警方封锁，外来车辆和犹太人
不得入内。

4 日上午，当胡迪尔的遗体被
运抵葬礼现场时，数千名巴勒斯坦
人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们挥
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向以色列警察

所在的位置逼近。很多蒙面的巴
勒斯坦青年用石块、燃烧瓶向以色
列警察发动攻击，以警察则以盾牌
为掩护，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
眩晕弹予以还击。据现场的救护
人员介绍，当天在舒阿法特的冲突
中估计有 35 人受伤。

本月 2 日，以色列警方在耶路
撒冷森林里发现巴勒斯坦 16 岁青
年胡迪尔的尸体。巴以媒体普遍
认为，胡迪尔可能是被以色列犹太
极端分子绑架并杀害的，目的是为
了给不久前 3 名被杀害的犹太青年
报仇。2 日以来，愤怒的巴勒斯坦
人已连续三天在东耶路撒冷与以
色列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巴勒斯
坦政府 2 日发表声明，要求以色列
政府立刻采取具体措施，将罪犯绳
之以法。

右图 7月 4日，在东耶路撒冷
舒阿法特，巴勒斯坦示威者在冲突
现场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