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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考考 季季 指指 南南

据介绍，录取期间，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服务平台，会在每个录取批
次结束和征集志愿前更新，考生可及
时登录查询。一般情况下，考生可显
示的档案状态有以下5种：

自由可投：考生档案没有投出去

或投出去后又被退档。
已经投档：省招办已将档案投给

院校，但院校还没下载投档信息。
院校在阅：院校正在审阅考生的

电子档案，尚未确定录取与否。
预退档：院 校 拟 不 录 取 该 考

生 ，并 向 省 招 办 提 出 退 档 。 对 每
一 个 预 退 档 的 考 生 ，院 校 都 会 注
明 退 档 理 由 ，经 省 招 办 审 核 同 意
方可退档。

预录取：院校拟确定录取该生，
并已经提交省招生办等待录检。

放弃录取失信考生
明年限报高招志愿

本报讯（记者 王红）高招录取启幕，在今年
高考录取中违背志愿失信考生将会受到惩戒！7
月 9日，记者从高招录取现场获悉，为强化考试
招生诚信，维护入学公平，今年我省明确了对违
背志愿失信行为的惩戒措施，即对于在 2018年
普通高招录取中不履行志愿约定的失信考生，明
年高考志愿填报数量将受限。

多年来，我省不断加强招生考试诚信教育，
诚信状况持续向好，但个别考生录取不报到等失
信问题仍然存在。近年来，我省本科录取不报到
考生人数逐年增加，造成招生计划浪费。填报志
愿是考生自我承诺与高校的约定，普通高校招生
实行按考生志愿投档录取，放弃录取或录取后不
报到，是一种违背志愿的失信行为，浪费了招生
计划资源，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利益，影响高校对
我省招生计划的投放，也对考生个人和家庭带来
消极影响。加强对违背志愿承诺失信考生的惩
戒，可以有效避免高校计划和教育资源浪费，有
利于高校增加对我省的计划投放，进一步提高我
省的录取率。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表示，升学志愿是
考生意愿的体现，也是考生对录取院校的具体承
诺，录取时充分尊重考生志愿，严格按志愿投档，
被录取后应如期到校报到。如果按所报志愿录
取后不报到，既浪费我省的招生计划，又浪费高
校的教育资源，客观上也占用了他人的升学机
会。 为维护入学机会公平，教育考生增强诚信
意识、履行志愿约定，2018年，对于在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中不履行志愿约定的失信考生，当批次
录取电子档案停止运转。录取后不入学实际就
读等造成招生计划浪费的，2019年报名参加高
考将限制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量，在实行平行志
愿的各批次，仅允许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不超过
两个。考生失信事实将记入其个人诚信档案，在
普通高招录取中向高校提供，高校作为对考生品
德衡量的依据，可以拒绝录取失信考生。

高招录取啥流程？本报为您探端详
全省高招录取启幕，考生录取到底经过啥流程？如何确保考生志愿公平投

档？7月9日，2018年高考录取第一天，记者实地探访高招录取现场，为考生、
家长打探到录取流程：考生完成录取须过八道“关”。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表示，
为确保全省 2018年普通高招录取工
作顺利进行，现场设置综合组、信息
组、录检组、监督组等四个工作组。

其中，录取数据是整个网上录取
工作的基础。录取数据准备包括报
名情况、成绩、志愿、体检数据以及考

生照片、身份证图像、面试表等图形
图像信息等。录取数据采用双人“背
对背”操作，对结果比对校验，确保录
取数据准确可靠。录取前按照有关
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做好网上录取
系统的安装调试，保证网上录取数据
传输顺畅、安全。

为搭建安全的网络环境，我省安
装了网上录取安全认证系统，从防范
网络攻击等方面加强技术措施，同时
制订和完善严格的网上录取管理办
法，严格履行信息存储、交接和检验
系统，严格备份管理等制度措施，确
保网络和数据安全。

按照全省高招录取流程，每一位
考生投档录取都需要经过八道关：

第一关 登录签到。招生高校凭

省招办分配的账号和密码登录“河南
高招在线”。省招办通过“河南高招
在线”向高校介绍我省高考基本情
况、高校生源统计、招生政策、录取办
法、工作程序、联络方式和有关注意
事项等。

第二关 核对招生计划。招生

高校通过高校端系统上网查询本校
生源统计信息，核对招生计划。

第三关 投放电子档案。省招

办根据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有关政策

按照录取工作时间表向高校发送考
生电子档案。

第四关 高校审阅档案。高校

在规定时间内下载、审阅考生电子档
案，确定预录取考生和专业，对不能
录取的考生及时做退档并注明不能
录取的具体理由。

第五关 录取审核检查。省招

办根据招生政策和规定，在网上审核
高校提交的预录和拟退档名单。对
符合录取要求的预录名单、符合退档
要求的退档名单予以确认。

第六关 办理核准手续。省招

办对高校提交的预录取名单核准后，

打印《河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名册》，加盖省招办录取专用章，
寄往招生高校。

第七关 高 校 发 放 录 取 通 知

书。高校按照省招办远程网上录取
系统核准的录取名单签发考生录取
通知书，加盖本校公章，并将考生录
取通知书、有关入学报到须知、资助
政策等相关材料一并寄给考生。

第八关 考生领取纸质档案。

已录取考生的纸介质档案由考生本
人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准考证到
县（市）区招办领取，报到时交给录取
高校。

本报记者 王红

保证网上录取数据传输顺畅安全

考生录取需要经过八道关

考生可及时查询个人档案状态

港区企业每年至少
两次职业健康培训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徐亚琼）记者昨日从航空港区
安监部门获悉，该区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要
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每年对职工开展职业健康培训工作
不少于两次。

据悉，今年以来，航空港区积极开展了各类职业健康大检查
大执法大督查活动。职业健康监管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共排
查企业87家，排查隐患122条。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共排查企业
118家，发现问题隐患327条。为确保重要时期和重要节假日职
业健康平稳，杜绝事故发生，该区还对职业病危害较为严重的行
业、企业、工作场所、岗位等开展专项督查，取得了良好效果。

根据省、市要求，该区开展了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健康统计，
完成重点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信息核查，进一步摸清了职业健
康监管执法对象的底数和基本信息。目前全区核实正常生产经
营的重点工业企业 52家。其中，已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有
42家，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有 44家。根据《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督促用人单位必须设立职业健康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目前该区 118家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已全部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

为增强人们的职业健康意识，该区要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企业每年对职工开展职业健康培训工作不少于两次，监管
部门对企业职业健康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每年要培训不
少于一次。目前，相关企业均能按照年初培训计划开展培训，完
成率达100%。

我市严查紫荆山周边
非法营运电动摩托车

本报讯（记者 王治）为落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方案，整
治电动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及非法营运乱象，昨日，郑州交警一大
队联合交通运管部门对紫荆山周边非法营运的电动摩托车进行查
处，13辆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被暂扣，面临严格处罚。

当天上午10时许，郑州交警一大队民警和郑州交运委执法支队
金水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金水路与紫荆山路交叉口，采取“设置卡
点拦截+警摩巡弋查纠”的方式查处紫荆山周边的电动摩托车的交
通违法和非法营运乱象。执法人员均佩戴执法记录仪，全程开启摄
录视频，固定证据。

在集中整治行动的同时，一大队民警还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现场
讲解的方式对紫荆山周边的市民进行宣传乘坐非法营运载客车辆给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隐患，提醒广大乘客及过往群众要乘坐
有客运资质的“安全车、放心车”，自觉抵制非法营运载客车辆。

据介绍，下一步，交警一大队还将继续牵头，不定期与交运委执
法人员开展协同作战、相互配合的联合整治行动，通过对非法营运
行为的“双重打击”，向非法营运司机说不，向非法营运“摩的”喊停，
净化郑州交通秩序，营造郑州良好的交通环境。

（上接一版）按照计划，考生志愿按程
序运转后，高校已公布的招生计划余额和
新增的招生计划，省招办将在 7月 12 日
向社会公布，统一征集补报志愿。

6所名校在豫综合评价录取
另外，今年是高考综合评价录取改革

试点的第四年，本批次有上海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
学 6所高校在我省按照综合评价成绩择
优录取。也就是在本科一批分数线上，要
求考生通过综合评价才可以填报。

其中，有的高校按综合评价成绩（高
考成绩加面试成绩）择优录取，有的按高
考成绩、学校能力测试成绩、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各占一定比例综合排序择优
录取。从档案整理准备情况看，这 6所高
校生源充足。

提醒考生及时现场签字确认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志

愿填报共分 3次进行。按照网上填报志
愿的要求，除专升本和对口招生之外，普
通类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结束之后，还需在
县（区）招办签字确认。

据统计，6月 25日至 28日第一次填
报志愿，全省有少数考生未到县（区）招办
签字确认，按照规定，未经考生书面签字
确认的志愿信息，将不作为投档依据。第
二次填报志愿已经结束，必须于 7月 9日
至10日进行书面签字确认。

省招办提醒正在填报专科提前批和
高职高专批次志愿的考生注意：专科提前
批和高职高专批次填报志愿时间是：7月
9日 8:00~7 月 13日 18:00，考生务必在

规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志愿填报或修改，并

在截止时间内完成网上保存。第三次志

愿填报书面签字确认时间是 7月 15日~

16 日，考生要按时到当地招办履行书面

签字确认手续。

招考服务大厅免费咨询服务

在录取期间，各市、县（区）招生考试

综合服务大厅提供招生考试全过程咨询

服务；查询录取状态与结果须提供考生本

人的身份证或准考证。省教育厅、省招办

网站，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将及时发布有

关招生录取的各类信息，包括公布院校生

源情况和投档录取情况统计信息、各批次

征集志愿信息等。

全省高招录取
正式拉开帷幕

（上接一版）向不具备购房资格的对象出售商品住房，或者诱导、教
唆、协助购房人伪造资料规避限购政策；未进行征信审查，收取预订
款或者向购房人承诺可按揭贷款购房。

采取“电商”等合作模式，通过第三方在网签合同约定价款之外
加价出售房屋或者价外收取“团购费”“会员费”“信息咨询费”等费
用；实行“零首付”购房，或采用“首付贷”“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
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另设其他账户以其他方式直接收存
购房人房款（包括预订款、首付款、按揭贷款等）；限制、阻挠、拒绝购
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按揭贷款；销售中存在的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

通知要求，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商品房销售行为的监
管。对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行为且情节恶劣、拒不整改或逾期整改不
到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抄送工商、国土资源、物价、
金融等监管部门，实施联合惩戒。违法违规行为应由其他部门处理
的，及时依法进行移交。

16类商品房销售
行为属违法违规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2018〕96、97号（网）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
招标局）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建设相

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格
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采用《郑州
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
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商业用地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告时间为：

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7月29日。申请人需办理数
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官网 http：//www.zzsggzy.com/“办事指
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网
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18
年7月30日至2018年8月13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8年8月9日17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
个工作日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详
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502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取得
《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

州市国土资源局1209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
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让金缴款期限等事

项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60号）、《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
法》（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改部门对上述地块
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挂
牌出让须知》。

（四）郑政出〔2018〕97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A券
51.624亩，竞买人不需持有复垦券 A券即可参与竞拍。

待土地竞拍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挂钩办办理
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 系 人：于先生、邹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与工人路向西100

米路南新蒲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张先生、赵先生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8〕61号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2018年7月10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编号

郑政出〔2018〕
96号（网）

郑政出〔2018〕
97号（网）

土地位置

桐柏路西、医院南路北

幸运路南、胖庄路西

使用权
面积
（m2）

30641.09

49161.45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餐饮、旅馆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4.0

＞1.1，＜3.0

建筑密度
（％）

＜25

＜22

建筑高度
（米）

＜100

＜100

绿地率
（％）

＞25

＞30

投资总额
（万元）

≥56806.7

≥109397.37

起始价
（万元）

32295

40023

熔断价
（万元）

48495

60223

竞地价
最高限价
（万元）

64590

80046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6200

20015

出让
年限
（年）

70、40

7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六通
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