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0年高考招生工作中，我省教育招生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考试招生工作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落实“把考生当孩子、把自己当家长、把家长当亲人”的理念，倾心
倾力、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在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用心用情服务考生、千方百计争取计划、坚决维护教育公
平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报特推出《倾心服务考生，维护教育公平》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倾心服务考生
维护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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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三大专项计划，即为招收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而实施的国家、地
方和高校专项计划。在今年特殊形势
下，我省教育招生部门合理安排招生
宣传、考生报名、资格审核、招生录取
等各个环节，努力让更多农村和贫困
地区学子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通
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使每一名符合
条件的考生都应知尽知；通过耐心指
导、优化服务，为考生报考提供便利。
贯彻教育精准扶贫要求，做好考生资
格审查。严格落实信息公示制度，对
审核通过考生实行多级公示。

今年我省在国家和地方专项计划
中首次实行平行志愿改革，考生报考
志愿由往年的2个顺序志愿增加到6
个平行志愿，大大提高了农村贫困考
生志愿满足率；实行分数优先、平行投
档，使更多农村优秀学子脱颖而出。
今年我省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
共录取 10845 人，比去年增加 383
人。从录取分数看，三个专项计划实
施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省招办组织的录取开放日活动
中，一名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洛阳宜阳
县的考生说道：“我今年在国家专项批
次一共报了6个比较心仪的学校，幸
亏有了这样的好政策，再加上今年咱

们省的平行志愿改革，我才能被录取
到理想的学校。”中学校长们也纷纷为
教育招生部门点赞，认为今年在国家
和地方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对农
村和贫困地区孩子来说，是一项实打
实的优惠政策，不仅增加了他们上大
学的机会，也更好地维护了教育公平。

继续实施招生精准扶贫，更加关
注关爱贫困考生录取工作，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录取10803人。

为实施好“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
范生培养计划，针对“农村学校”“小教
全科”“特殊教育”三类地方公费师范
生，精准、精细、精心做好招生政策解
读、志愿填报指导、考生信息统计等工
作，做好本专科层次招生录取，为优化
农村学校教师结构精准输送人才，共
计录取新生4387人。

今年国家首次实施“强基计划”招
生，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
学科拔尖的学生。教育招生部门积极
开展宣传服务，专门制定“强基计划”

宣传工作方案，深入细致地做好政策
解读，加强对省内重点中学的指导工
作，引导“有天赋、有特长、有志向”的
优秀考生踊跃报考，报名人数达到2.5
万人。

招飞工作是普通高招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国防建设和航空
航天事业培养专门优秀人才的重任。
我省教育招生部门多次研究、布置招
飞工作，完善工作措施，严格政策标
准，扎实做好宣传动员和生源选送工
作。录取期间专门成立招飞工作小
组，积极沟通、热情服务各招飞单位，
努力推荐我省优质生源，助力学子圆
梦蓝天事业。今年我省招飞工作再创
佳绩，军队、民航招飞录取人数居全国
第一。

录取开放日活动中，一名通过军
队招飞计划被海军航空大学录取的考
生十分激动：“成为一名飞行员是我从
小的梦想，录取现场处处都是紧张忙
碌的身影，为了守护我们的梦想，招生
部门的老师们付出得太多了！”

“为党育人、为国选才，让河南更
好地担负起考生大省的历史责任。”省
招委主要负责同志如是说。河南教育
招生部门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学
子放在心中，在助考生圆梦的道路上
不停地挥洒着汗水，在服务国家战略
的实践中奋力展现着担当。

助力脱贫攻坚 服务国家战略
我省教育招生部门秉持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

2020年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教育扶
贫既是脱贫攻坚的治本
之策，也是全面小康的
有力支撑。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决策部署，进一
步扩大重点高校面向农
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
模。河南作为人口大
省、农业大省，广大农村
学子勤奋好学、后劲充
足，十分渴望通过上大
学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
运。2020年也是军队
招飞工作继续在我省高
质量推进的一年，河南
广大优秀青年学子胸怀
报国之心，坚定强国之
志，通过学习深造报效
祖国的愿望十分强烈。
教育招生部门充分发挥
考试招生在助力脱贫攻
坚、服务国家战略中的
重要作用，积极落实国
家政策，实施招生精准
扶贫，使更多清寒学子
通过高考竞争脱颖而
出，使更多有志青年接
受祖国挑选，实现理想
抱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高标准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大河报记者获悉，
9月 9日 10点整，“观
影惠民季”开启，通过
多平台发放的1.5万张
优惠券瞬间被影迷抢
完。

本次“观影惠民
季”活动由郑州市统筹
安排 1500万元，票务
平台配套出资1500万
元 优 惠 资 源 ，共 计
3000万元用于电影优
惠补贴。优惠券每天
上午 10 点整准时发

放，影迷可通过郑好办
App、微信、猫眼、支付
宝、淘票票等平台领
取，限量发放，领完为
止。影迷购票时在平
台优惠基础上再享受

“满 21 元减 20 元”优
惠，在线支付时当即扣
减，为中原影迷带来真
正实在的福利。没有
抢到的影迷也不要灰
心，优惠券还将继续发
放，该活动将于 2020
年12月7日结束。

朱婷运动员生涯中最关键
的时刻，还是与她的偶像、中国
女排主教练郎平的相遇。对她
来说，“郎平是最棒的导师”。

“我进入国家队后，对我取
得成绩至关重要的一个好导师
就是郎导。所以他们都说我很
幸运，一进国家队就能跟这么
好的老师。我自己也觉得确实
非常幸运。”朱婷说。

“郎导是一名非常重要的
运动员和教练员，我们俩又是
同一个位置上的选手，所以我
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去请教

她。”朱婷说，从传球到拦网到
进攻，郎导教会她很多，但学到
更多的还是郎平的“专注精
神”。

“很少有人从年轻时打球
一直到现在还为中国女排做贡
献，初心不改。”朱婷认为，一个
好老师，不光要帮学生在事业、
学业上有所提升，最重要的是
其行为、做法能深深感染学生，
做出好的榜样，激励学生更好
地学习、奋斗。

“郎导帮助我拓展了职业
生涯，教会我以更广阔的视野

看待世界。可以说，在我的排
球领域和整个生命中，她是对
我影响最大的人，她让我成为
今天的我。”朱婷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朱婷
希望能给包括郎平在内的所有
教练员们、老师们送去祝福
——“老师们辛苦了！你们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带运动员，
很不容易！我们能感受到你们
的爱，也会用自身的行动和努
力完成好训练，不负韶华，为国
争光！”

据新华社

9月10日，大河报
记者获悉，“郑州遇见
百花”——中国经典电
影海报民间收藏展将
于9月17日亮相郑州
升达艺术馆。

本次展览也是为
了让更多郑州市民参
与到郑州金鸡百花电
影节暨第35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的电影盛宴
中。据介绍，本次展览
将展出郑州民间收藏
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收

藏的中国经典电影海
报 200 幅。展览共设
五个展厅，展览时间为
9 月 17 日 至 9 月 26
日。据介绍，本次展出
的海报，不仅有《李双
双》《巴山夜雨》《城南
旧事》《茶馆》等历届百
花奖、金鸡奖获奖影片
海报，还有《八月桂花
遍地开》《新少林寺》
《倒霉大叔的婚事》等
河南本土优秀影片海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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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朱婷致敬郎平：

“她让我成为
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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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电影海报吗？PK一下

观影优惠券抢到了吗？
天天都有，12月7日才结束

“如果有好的老师帮你，你会少走一些弯路，我非常幸运一路都能遇到好的
老师，特别是郎导，非常感恩！”教师节当天，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北京师范大学接
受记者专访时说。

朱婷说，刚开始训练时，她选择的并不是排球。因为教练的肯定和悉心培养，
才让她慢慢喜欢上排球，最终选择排球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朱婷与郎平合影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