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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奖励“双迎攻坚”红旗单位
另有10家单位被授黑旗

三所“985”高校
拟在豫招生852人

本报讯（记者 王红）手机、手表考生严
禁带入中招考场；在规定的时间前启封试
卷和本场考试结束前通过手机等手段外
传试卷都属于泄密行为……全省 2017年
中招考试在即，昨日，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做好 2017年中招考试安全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切实保障中招考试公平公正。

《通知》要求，中考前夕，每一位考生
都要签订中招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交由初
中毕业学校保管。中考期间，各地要加强
对普通高中在校生的全天候管理，对已经
毕业的高三学生，利用家校交流平台，向
每位学生发送信息，加强教育引导，坚决
杜绝普通高中学生参与考试作弊行为。

各地要严格执行教育考试安全保密
工作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和措
施，强化过程监督。考前，各地要逐点排
查保密措施，清除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
失密泄密事件。在规定的时间前启封试
卷和本场考试结束前通过手机等手段外
传试卷都属于泄密行为，将依据有关法律
予以惩处。

各地要严格考务人员遴选，标准化
考场安排两名监考员，非标准化考场安
排 3名监考员。各地要建立网上视频巡
查 队 伍 ，每 8 个 考 场 设 一 名 视 频 监 考
员。确保在考试期间，网上巡查到每个
标准化考点、每个考场。考试期间，全

省实行三级巡视制度。省级巡视员每个
省辖市应随机抽取 2~3 个县（市、区）进
行巡视，省辖市巡视员要巡视到每个县
（市、区）、每个考点，县（市、区）巡视员
要分包考场。

各地要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考试的有
关要求，统一设置考点考场，规范考场布
置，力争将中招考试全部安排在标准化考
场进行，确保考试安全。各考点在每场考
试考生入场前，要对考场内课桌进行检
查，防止考生提前将手机等违禁物品放入
课桌抽屉内，发现违禁物品及时清除。严
格考生入场身份核验，发现异常，由监考
员和主考逐一重点核查。除考试工具外，

禁止考生将包括手表在内的其他物品带
入考场。监考人员要利用金属探测仪器
对每一位进场考生进行全面探查，严防考
生利用通讯和网络工具作弊。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采用“无声入场”。

中考期间，省教育厅将会同省宣传、
公安、通信管理、保密等部门，开展网络巡
查，对可能出现的网络作弊、考试试题泄
露等重大事件快速研判，迅速处理。各地
也要建立完善部门联动机制，重点防控、
处理考生利用手机通过网络传播试卷信
息和答案的考试作弊行为，通过考前预
防、考中严控，一旦发现，立即管控，落地
查实，有效处理考试突发事件。

今日 12333 热线
为毕业生答疑解惑

本报讯（记者 王红）大学毕业生应如何办理报到手续？如何
办理存档手续？高校毕业生创业都有哪些优惠扶持政策？6月 20
日，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指导专家将为全省应往届
毕业生开启12333现场热线，为毕业季的年轻人解疑答惑。

据介绍，6月下旬，各高校毕业生已经迎来“毕业季”，走出校
门，踏入社会，报到、存档、迁户口、创业等问题是其关注的热点，为
更好地服务高校毕业生，6月 20日 9时，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康中超
将带领市就业办副主任徐敏、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有关负责
人做客12333，为毕业生答疑解惑。

届时，毕业生们可以拨打郑州市人社局投诉举报咨询服务热
线12333，也可以通过登录市人社局官方微博进行互动。

绿博园里赏花海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刘瑞文/图）记者昨日获悉，时下
郑州绿博园百余个品种的宿根花卉已绚烂绽放，打造出了面积
极大、观赏效果极佳的大地“花海”景观。

入夏以来，绿博园的鲜花先后盛开，目前花期正旺。据绿博园
工作人员介绍，夏季花海将会持续到 9月份。现在多种花卉开得
正盛，波斯菊、松果菊、硫华菊、碎花婆婆纳、细叶美女樱、木槿、紫
薇、合欢花、大叶女贞等多种花卉娇姿怒绽，置身花海中，可享受清
凉的花香甜意。

高 校 要 严 格 遵 守 教 育 部
和我省录取政策、规定，依据
招生章程确定的录取规则进
行录取。

高校不得擅自更改已经公
布的录取规则，不得无计划录取
或超出计划录取考生，不得调整
招生计划录取不符合条件的考

生，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
低标准录取考生和拒绝录取符
合条件的考生，不得擅自规定男
女生录取比例，不得在自主招
生、保送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
平艺术团等特殊类型招生以及
中央部属高校综合评价招生中
录取未经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公示资格考生信息的考生，不得
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专项中
录取不符合条件的考生，不得拒
绝录取高考成绩达到要求、身体
条件能够完成所报专业学习、生
活能够自理的残疾考生，严禁避
开省招办通过其他途径组织生
源录取考生。

2.6万人投身城乡清洁大行动

本报讯（记者赵文静）7月1日起，我市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补贴、丧葬补助费标准将上调。
昨日，市政府下发《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丧葬补助标准的通知》，进一
步提高城乡参保居民待遇水平和生活质量。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郑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我市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和丧葬补助标准进行调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含中

央基础养老金和地方财政基础养老金补贴）在每
人每月140元的基础上增加20元, 调整后我市
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60元。

丧葬补助标准方面，参保缴费满 15年并
领取养老待遇的参保人死亡时,其生前指定的
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提出申请,所在村民组或
社区应当在其死亡的次月起 3个月内向经办

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并及时终止养老保险关
系,政府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费在原 1000元
的基础上增加 200元,调整后的丧葬补助费标
准为 1200元；按上述丧葬补助费领取条件和
要求,参保未缴费或缴费未满 15年并在领取
养老待遇期间死亡的参保人,政府给予一次性
丧葬补助费500 元。

据了解，基础养老金补贴、丧葬补助费所
需资金由市、县 (市、区)财政各承担50%。

爱心市民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记者王治 实习生 边静 通讯员 张予）昨日，在河南省

肿瘤医院，郑州爱心市民张玉东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在山东住
院的29岁白血病人送去生的希望。

张玉东今年37岁，在郑州从事销售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原
因，张玉东常年需要在外出差，虽然工作忙碌，他依然坚持一有机
会就去无偿献血。2006年，在一次献血过程中，张玉东了解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后，选择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成功配型。今年 2月 9日，张玉东接到了郑州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
型成功，他毫不犹豫地同意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后，张玉东顺利通
过了高分辨配型、捐献前体检等流程，最终，捐献定于昨日在河南
省肿瘤医院进行。

据悉，张玉东是全国第 6557 位、河南省第 622位、郑州市第
236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中国介入放射学
学术大会在郑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治实习生 边静 通讯员 崔冰心）6月 15日~18
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中华放射学分会介入
放射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省医学会、河南省人民医院等机构承办
的 2017年第十四届介入放射学学术大会在郑州如期举行。来自
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介入放射学
领域的专家、学者5000余人参会。

据介绍，本届大会共设立分会场20个，论坛板块146个、专题
讲座 614个，涵盖了神经、外周血管、肿瘤、综合及护理等多个领
域，是我国介入放射专业领域学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与国际水
平同步，并最具国内外影响力的学术盛宴。来自中国医科大附属
一院的徐克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金征宇教授、解放军火箭军总医
院的姜卫剑教授等专家，就“肝癌介入靶向治疗与治疗响应检测研
究新进展”“介入治疗与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和与会的 5000多
名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分享。

城乡居民养老金补贴标准下月上调
每人每月提至160元

手机手表严禁带入中招考场
提前启封试卷或考试结束前外传试卷属泄密

严禁高校以“预录取协议”抢生源
残疾考生符合条件高校不得拒绝录取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相继公布了 2017 年在豫招生
计划，今年高招，3 所“985”院
校计划在豫招生 852人。

【南开大学】
计划在豫招生186人

今年，南开大学在河南计划
招生 186 人，比去年增加 5 人，
全部安排在理科普招计划内。
新增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1个按
大类招生的专业。

据南开大学河南招生组新
闻发言人崔岩介绍，今年，南开
大学在河南计划招生的 186 人
中，包括理科普招98人，理科贫
困专项计划 21人，文科普招 58
人，文科贫困专项计划 9人。“这
些计划不包含南开扬帆计划、特
长生、保送生等。”崔岩说，加上
这些特殊类招生，预计南开在河
南招生总数会超过186人。

此外，今年，南开大学大类
招生增加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1个按大类招生的专业，大类招
生专业增至 19 个。“河南生源
好，每年都会在河南追加招生计
划。”崔岩说，如果今年生源好，
还会争取追加招生计划。

【武汉大学】
计划在豫招生560人

2017年，武汉大学63个本科
专业（专业大类）计划在豫招560
人。据武汉大学河南招生组组长
张军亭介绍，去年武汉大学在豫
实际招收627人。2017年武汉大
学在豫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63
个本科专业（专业大类）招560人，
其中文史类 100人、理工类 452
人、艺术类8人。“560人的招生计
划中，不包括保送生、高水平运动
员、艺术特长生等特殊类招生，预
计今年录取总人数和去年持平。”

“今年，武汉大学在河南招
生有两大变化。”张军亭介绍，第
一个变化是，2016年，武汉大学

新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今年，该校新增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空间安全）培养项目首
次面向社会招生，这个项目是一
个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培养项
目，招生总计划为 60人，其中，
在河南招收 8人。第二个变化
是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弘毅学堂
按大理科招生，在河南计划招 5
人。弘毅学堂低年级不分专业，
二年级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能力，以及对相关学科的逐
步了解，在数学、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五个学
科中自主选择专业。

【南京大学】
计划在豫招生106人

今年高招，南京大学计划在
豫招收本科生 106人，其中，文

科 28 人，理科 78 人；从类别上

看，普通计划73人，比去年增加

3人；贫困地区专项 29人，高校

专项计划 4人。2016年分数线

文史类613分，理工类661分。

和去年相比，今年南京大

学在河南省招生主要有两个

变化：一是从“按院系和专业

类招生”改变为“按学科大类

和专业相结合招生”，将普通

招生专业目录由 2016 年的 39

个调整为 15 个，其中 14 个在

河南省投放有招生计划，覆盖

了学校绝大多数本科专业；二

是取消专业级差，对进档考生

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依据实考

分安排专业录取，只要分数达

到南京大学提档线，并服从专

业调剂，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

身体体检要求之后，学校承诺

不退档。

2017年，南京大学开始全面

实施按学科大类招生培养。这不

仅能扩大考生在志愿填报时的选

择面，也让选学校和选专业变为

不需要同时完成的两个环节，让
考生进校对专业有深入了解后再
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本报讯（记者裴其娟）记者从昨日下
午召开的郑州市“双迎攻坚”工作第三次
点评推进会上了解到，我市将拿出240万
元奖励 5月份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红旗单位。同时，对城乡清洁不力的二
七区交通秩序治理指挥部、金水区杜岭办
事处等10家单位授予黑旗。

5月，市“双迎攻坚”工作共评出24面
红旗、10面黑旗。

24家红旗单位分别是：市“六小”门
店治理指挥部，市铁路沿线、河渠治理指
挥部，市住房保障局，郑东新区管委会，惠
济区人民政府，中原区“六小”门店治理指
挥部，金水区市容环境卫生治理指挥部，
管城区集贸市场治理指挥部，金水区爱卫
办，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郑东新区博学
路办事处，管城区西大街办事处，高新区
枫杨办事处，中原区秦岭路办事处，二七

区一马路办事处，惠济区新城办事处，金
水区东风路办事处，二七区五里堡办事
处，上街区工业路办事处，高新区石佛办
事处，管城区北下街办事处，中原区桐柏
路办事处，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惠济区
长兴路办事处。

10家黑旗单位分别是：二七区交通
秩序治理指挥部，管城区交通秩序治理指
挥部，中原区房产管理局，高新区市政局，
金水区杜岭办事处，中原区三官庙办事
处，二七区人和路办事处，管城区金岱产
业集聚区，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惠济
区迎宾路办事处。

市“双迎攻坚”办将对获得流动红旗
的单位各奖励 10万元，以此鼓励获奖单
位再接再厉，加大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的宣传和整治力度，突出重点，狠抓
薄弱环节不放松，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市爱卫办
通报了 6月份第三周大气污染防治省会城
乡清洁大行动集中活动开展情况，省会上下
共有 2.6万余人投身活动中，共清理垃圾约
8000立方米。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做好
2017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巩固已
取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果，持续改善我市大
气环境质量，6 月 16 日，市爱卫办组织各
区、开发区开展了6月份第三周大气污染防
治省会城乡清洁大行动集中活动。

集中活动中，各区、开发区以乡（镇、办
事处）为单位，对辖区道路、楼院、工地、市
场、铁路沿线、城乡接合部进行集中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责任单位反馈，并组
织相关责任单位及时对卫生死角、乱贴乱
画、乱堆杂物、积存垃圾等进行清理。据统
计，全市共安排行动点 940个，组织公共单
位887家，出动人员26311人。全市共清洗

住宅小区 1782个，清洗公共区域 1926个，
清 扫 楼 顶 8576 平 方 米 ，清 理 积 存 垃 圾
7966.5立方米，整治卫生死角4122处，清理
杂物乱堆乱放 5829处，清理乱贴乱画 1220
余处，清除小广告 10560 余处，清理占道、
突店经营 1920余处，治理非机动车乱停放
1274辆等。

据市爱卫办统计，活动组织较好的单
位有：二七区、管城区、郑东新区；集中行
动取得效果较好的单位有：省政府办公
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人社厅、省环保厅、
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二七区工商质监
局、市公安局交警四大队、上街区住建局、
五龙口派出所、惠济区政府办公厅、省省
立医院等。

下一步，市爱卫办将按照郑州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要求，继续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确保不留卫生死角，杜绝垃圾积存，为省会
居民营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红）全省高考评卷接近尾声，高校招生录取将随后分批展开。昨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招生工作，切实维护考试招生秩序，我省出
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

政策规定，经批准具有举办
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
方可开展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
生。省教育厅每年适时公布我
省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
资格高校名单以及开展高等职
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高校名
单。省招办于每年统一高考填
报志愿前向社会公布在豫招生

高校名单，严禁未经公布名单的
高校在豫开展普通高等学历教
育招生。

省教育厅明确要求，严禁个
人、其他各类机构或高校内设二
级学院借高校之名从事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招生。严禁低层次
学历教育学校开展高层次学历
教育招生，严禁非学历教育机构

开展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
未经批准，高校不得擅自开展自
主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
艺术团等特殊类型考试招生，不
得擅自扩大规定的特殊类型考
试招生项目范围。严禁不具有
中外合作办学资格的高校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严禁不经批
准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

高校招生章程须经省教育
厅核定后方可向社会公布。一
经公布，不得擅自更改。

高校招生严禁以任何方式
进行虚假招生宣传，严禁使用金
钱、物品等有偿方式向普通高中
等生源学校及其教职员工进行
招揽生源的宣传，严禁以各种方

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通过
签订“预录取协议”或以“新生高
额奖助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
专业”等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
不得以创新培养模式等名义进
行违规招生宣传，不得以任何方
式进行诋毁其他学校的宣传，不
得允许合作办学方利用高校的

办学条件和声誉开展招生宣传。
同时，严禁生源学校及其教

职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以推荐考生
等其他名义向高校索取金钱、物
品。高等职业院校的分类考试招
生宣传统一安排在每学年的下学
期开学后进行，严禁在学年的上学
期开展任何形式的招生活动。

高校之间、高校与中等职业
学校之间开展合作办学，须经省
教育厅批准。高校不得擅自以
联合办学、办学点、分校等名义
开展校际合作办学招生。本科
高校不得擅自与高等职业院校、
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本科和专科

层次的合作办学招生，高等职业
院校不得擅自与中等职业学校
开展专科层次的合作办学招生。

严禁企业参与高校招生的
考试、录取活动，严禁企业独立
进行校企合作项目的招生宣传
活动。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

高等职业院校，要建立和完善由
学校主导、企业为辅的招生与招
工一体化实施办法，确保招生规
范有序、公开公平。在高等职业
院校单独考试招生中，严禁高校
与企业以签订“预录取协议”等
方式，违规承诺招生。

高校招生严格实行资格准入制

严禁以不正当方式争抢生源

高招考试及录取严禁企业参与

残疾考生符合条件高校不得拒录

网上选车牌号
今起可“50选1”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杨军政）即日起，全国分 3批推广
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正式启用，河南是首批推广省份之一。

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在前期郑州试点的基
础上，我省提前完成了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任务，从 6月 1日起已
全面推广应用了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

“全国版”的选号系统实现了网上选号，也就是说，我省车主可
以通过互联网“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
理平台”或者公安网“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选取车牌号
码。与以往“10选 1”“20选 1”不同，根据实际情况，我省网上随机
选号范围扩大为“50选 1”，车主也可采取自编自选的方式选号，今
后车主在家就可以选号牌。

考季 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