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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10日
上午 8:00，普通高招集中录取工作的
最后一个批次——高职高专批次正式
投档录取，共投出档案168346份。其
中 ，文 科 投 档 78227 份 ，理 科 投 档
90119份。个别热门院校的投档线超
过了二本线。

据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介
绍，参加高职高专批次录取的主要有
本科院校专科班、高等专科学校和高
职院校等。这一批次文理科分数线均
为180分，文科1057个招生单位，理科
1106个招生单位。今年高职高专批次
继续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文科招

生单位中缺额的约 57%，理科缺额的
约60%。但本批次省内院校整体生源
良好。省内院校文科172个招生单位
中缺额约 4.6%，理科 177个招生单位
中缺额约7.3%。

与此同时，省内个别院校生源火
爆，比如文科招生单位中的河南中医
药大学投档最低分为 440分，超过了
文科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389
分）；理科招生单位中的河南中医药大
学投档最低分为 388分，郑州师范学
院投档最低分为 349分，河南财政金
融学院投档最低分为 345分，商丘师
范学院投档最低分为 343分，均超过

了理科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342
分）。

部分省外院校因生源较好，投档
最低分普遍较高，如文科招生单位中
的中国民航大学投档最低分为 457
分，兰州交通大学投档最低分为 456
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投档最低
分为 452分；理科招生单位中的南昌
大学、中国民航大学投档最低分均为
409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投档最
低分为 403分，华北理工大学投档最
低分为400分。

本 批 计 划 余 额 将 于 8 月 12 日
8:00 至 18:00公开征集志愿，8月 13

日投放征集志愿档案，集中录取工作
结束。

省招办提醒考生和家长，专科层
次集中录取结束后不再组织补录，所
以高职高专批次的征集志愿就成为未
被录取考生上大学的最后机会。近年
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高职
院校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毕业
生所学技能紧贴社会发展需要，就业
率较高，职业发展前景也比较广阔。
希望尚未被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结
合自身实际，重点关注高职高专的征
集志愿信息，并按照规定时间及时填
报。②40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8 月 10
日，记者获悉，省畜牧局近日下发做
好全省高致病性禽流感秋季免疫工
作的通知，并组织制定了《河南省高
致病性禽流感免疫方案》，从 2017
年秋季开始，在家禽免疫H5亚型禽
流感的基础上，全面开展 H7N9 免
疫。

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工
作，对保障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
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全面
开展 H7N9免疫，涉及全省所有鸡、
鸭、鹅，以及人工饲养的鹌鹑、鸽子
和珍禽等。对进口国（地区）有要求
且防疫条件好的养殖场（户），以及
提供研究和疫苗生产用途的家禽，
报请省畜牧局批准后，可以不实施
免疫。

根据通知，各地要切实组织好免
疫工作，及时制定实施方案，落实保
障措施，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和相关疫

苗生产企业，尽快调整疫苗采购供应
计划，在 2017年秋季统一用重组禽
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替代
重组禽流感病毒H5二价或三价灭活
疫苗，对家禽实施免疫。鼓励“先打
后补”试点养殖企业自主采购 H5+
H7二价灭活疫苗。

实施免疫期间，各地要严格落实
档案制度，指导养殖场（户）完整、准
确、详细记录免疫信息，确保免疫工
作可追溯。

通知要求，加强疫苗监管和活
禽跨省调运监管，全面实施兽药

“二维码”追溯管理制度，加强疫苗
质量追踪和全程质量监管，加大对
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苗的查处力度。要按照农
业部要求，实施调运检测出证制
度。对已按规定进行 H7N9 免疫、
需跨省外调的活禽，按规定开展检
测。③6

高职高专昨起开录

热门院校投档线超过二本
从今年秋季开始

我省全面开展家禽H7N9免疫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8 月 8
日，由团省委、省人社厅联合主办的
第十三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
能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暨“创出
彩”2017年河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在漯河市落下帷幕。与往年相
比，今年大赛实操成绩占比进一步
提高。

本次大赛以“强化质量意识 培
养大国工匠”为主题，共设置汽车装
调工、动画制作员、模具工、数控车
工等 4个竞赛职业工种。各职业工
种竞赛分笔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参赛对象为年龄在 35 周岁 (含)以
下，具有竞赛职业工种国家职业资
格四级以上(含四级)证书的青年职
工。

与往届相比，竞赛适当降低了理
论考试分值，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
例从去年的30%下调至20%；实操成

绩占比由70%调整为80%；竞赛内容
更加贴近企业生产实际，以高精度为
评判标准，旨在激发参赛选手的工匠
精神；竞赛工种也由传统工种向新兴
产业领域转变，更加适应我省经济发
展实际。

经过激烈角逐，刘恒等4名选手
分获各竞赛工种第一名，并将代表我
省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选
手，大赛组委会将推荐其申报“河南
省技术能手”“河南省青年岗位能手”
并晋升职业资格。

据悉，“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
能大赛是由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联合举办的国家级一类
大赛，已成为共青团历史上规格最
高、项目最多、覆盖最广的职业技能
竞赛，是“青工技能振兴计划”的一项
重要内容。③6

河南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记者 杨晓东

8月 8日，碧空如洗。位于南太行
东麓的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上峪村，
显得格外静谧。冒着酷暑，驻村第一
书记陈伟峰正在加紧整理贫困户档
卡，今年第二季度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收入还要再核算一遍，她才能放心填
进表格。

接到通知的贫困户王俊英来到村
委会，把自己的档案资料交过来，看到
陈伟峰就一把拉住她，对记者说：“多
亏了陈书记，现在俺不出村就能挣钱，
每月能拿到 1500 多元的工资，活不
累，还能照顾孩子，家里吃穿都不用愁
了。”

王俊英家共4口人，早年丈夫意外
受伤，看病不仅花去全部积蓄，还让这
个家庭丧失了劳力和经济来源，两个
孩子当时都正在上学，这个家一下子

陷入了贫困。
转机出现在 2015年 9月，鹤壁市

林业局的陈伟峰来到上峪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

陈伟峰了解到，上峪村有耕地430
亩，地处山地丘陵，且地块分散。全村
135 户 516 人，其中贫困户 18 户 50
人。发展什么产业能让这个贫困村脱
贫？

“我们经过几次考察，发现村里土
质不错，但水利条件不好，以前村民种
庄稼全靠天收，产量极低。”陈伟峰把
鹤壁市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请到村
里，对全村进行全方位的“诊断”，“后
来，通过专家建议和村两委班子讨论，
决定种植薄皮核桃。”

说干就干，陈伟峰鼓励群众流转
土地，发动16家农户成立了果树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林业局的专家免
费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合作社已流

转土地200多亩，种植核桃树7000余
棵，苹果、葡萄等果树2000余棵，并套
种红薯等经济作物，特色经济林建设
初具规模。

果树种植合作社优先使用村内贫
困家庭劳动力，与王俊英等10名贫困
劳动力签订了劳务协议，保证每日工
资60元，并缴纳“五险”，让贫困户增收
脱贫有保障。

有了果树项目的“试水”，陈伟峰
带领群众脱贫的信心倍增。2016年，
上峪村申报的科技扶贫种驴养殖项目
获批复，经过商议，决定采用《河南省
产业扶贫实施方案》中的合作发展模
式，财政资金的50%作为贫困户出资，
50%为村集体共有，集体共养种驴。

今年3月，通过成立公司代为实施种驴
养殖项目，引进的 106头种驴正健康
成长，届时养殖收益可辐射到村内每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把陈书记派到我们村，最能体现
精准扶贫‘6个精准’中‘因村派人’这
一条。”上峪村党支部书记秦现军对记
者说，“陈书记到村为贫困户办事，办
一件成一件，组织上真是派对人了。
现在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群众都感
谢党和国家的政策，感谢陈书记带领
大家走脱贫致富路。”

上峪村脱贫攻坚工作已取得显著
成效。至2016年年底，全村实现15户
44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
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③6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山村脱贫“领路人”
——记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上峪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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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婵

关于电动车管理的省人大代

表建议有了回应。目前，《河南省

两轮电动车安全管理办法（草案）》

已列入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7 年度

立法计划，在省政府法制办的指导

下进入立法程序。

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市电动车

保有量已突破 300 万辆，平均每三

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车。方便、快

捷、低廉等众多优势，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骑行大军”，但也给

道路通勤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电动

车闯红灯、随意穿行机动车道、私

自改装、充电安全隐患等问题突

出。人多、车多、道路资源又紧张

的郑州，对电动车进行科学管理很

有必要。此次，省公安厅专门成立

电动自行车立法起草小组，召开由

电动车生产、销售，物流、快递服务

等企业代表参加的研讨会，在制

造、销售、使用等环节全盘考虑，加

强规范与监管，给新型交通工具适

当的生存空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管理理念。

出租车行业也有新动作。郑

州市首批网约车企业经营许可证

发放，首约、神州、呼我出行 3 家公

司获得首批许可，这意味着郑州市

网约车驾驶员和平台的准入许可

都已落地。好的要鼎力支持，坏的

也要严厉打击：郑州市日前出台

《客运市场投诉举报奖励暂行办

法》，最高 2000 元“悬赏”举报黑出

租，重拳治理违规和非法运营问

题。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获得合

法身份的网约车司机，还不及滴滴

一家平台高峰期司机总量的 0.6%，

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动作慢半拍，跟

不上现实所需。在改革方向已明、

顶层设计已定的情况下，郑州市积

极、主动、及时地推进新政策落地，

彰显鼓励创新、兼容并包的监管态

度。进一步说，正规出租车的数量

越来越多、市场占有量越来越大，

影响城市形象、安全隐患重重的

“黑出租”自然也就没有了生存空

间。

打车有了保障，私家车主也

迎来了好消息。今年，郑州计划

新建 5 万个公共停车位，郑东新区

将有更多停车场由平面变立体，

输 入 车 牌 号 就 可 查 到 车 停 在 哪

里。建设停车场速度跟不上车辆

新增速度咋办？寸土寸金的郑东

新区 CBD 一直在探索，一个小细

节就可见一斑：笔者在郑东新区

一家影院看电影，影片播放前都

会有一段公益提示，附近哪里有

停车场、路线该怎么走、哪里可能

会贴条，实在贴心。学习城市管

理先进经验，对现有停车场进行

智能化升级，做好规划编制，郑州

乃至全省其他地区也要像郑东新

区一样大跨步跟上，毕竟出行是

否方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

区域的人气和经济活力。

无论是电动车、出租车还是私

家车，出行服务也需百花齐放，共

同成为城市客运系统中的“并蒂

莲”。与此同时，多形式、立体化交

通出行网络也要加快建立，需要增

加财政投入，需要管理体制创新。

打好交通“组合拳”，百姓出行将更

加方便快捷。6

□吴江

顺丰和菜鸟大战之后，因数据引

发的争夺战再度上演，这一次是两大

科技巨头华为和腾讯。腾讯指控华为

荣耀 Magic 手机侵犯了腾讯微信数据

和用户数据，华为则坚持认为所有数

据都属于用户，并且已经获得了用户

的授权同意。对于用户数据归谁，双

方各不让步,腾讯已向监管部门投诉华

为，华为始终认为产品通过检测，不存

在争议。

据说人工智能时代，电脑和手机会

比人更了解人，这不难理解。人的各种

行为在网络上会留下数据痕迹，网上订

餐、订生日蛋糕、网约车、网上订机票酒

店、甚至是上网的搜索选项，都在暴露

着个人喜好。相比用户数本身，用户数

据早已成为下一个待掘金矿，巨头们更

是使出浑身解数跑马圈地。用户数据

归属再次引发的巨头“掐架”，尽管争

议双方均以尊重和保护用户数据自

辩，但无论腾讯还是华为，所代表的都

是自身的商业利益。“掐架”的出发点，

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用户数据，毋宁说

是为了争夺大数据时代的地盘和利

益。

相比巨头们的寸土必争，用户数

据权益的真正归属者——用户们却哑

然无声，完全缺席，是颇为尴尬的事。

好比两国交战，却在第三国的国土上

大打出手，称之为巨头“打架”，用户权

益遭殃，并不为过。

当然，如果说巨头们用心良苦地

提供服务，却不能从用户数据那里得

到一点好处，也不大说得过去，毕竟，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越来越需要通过

大数据挖掘来实现赢利。但用户数据

究竟该如何使用，哪些用户数据可用，

哪些用户数据动不得，显然应有明确

的边界。对于公共属性网络上的数据

与公开的搜索信息，用户知晓其公开

属 性 ，可 以 视 为 公 开 可 用 的 用 户 信

息。例如，博客、微博等开放性应用上

发布的信息，本身就是公开的，互联网

公司都可以使用并根据自身算法开展

大数据挖掘，但微信等社交工具，本身

已有私人信息属性，微信聊天其实与

个人电话并无二致，运营商作为通信

管道并无权监听用户的私人通话，无

权窥探其中的任何用户数据与信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华为的做法

侵犯了用户权益，即便是腾讯公司，也

决不能把微信数据当作自家自留地，

更不能加以商业开发和利用。

无论技术如何革新，人工智能时

代如何令人向往，都不能以牺牲个人

通信私密性与信息隐私权为代价，个

人用户数据这片自留地，不应成为巨

头“掐架”的战场。6

据新华社报道，短短几天时间“开发”孩子右脑，“蒙
眼辨色”“七天成诗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名为“脑
立方”的培训机构的广告词。该机构号称在全国有120
多个教学点，培训学员超过2万名，并在上海设立了教学
总部，注册了12家分公司。6 图/王铎

打好“组合拳”出行更方便
在改革方向已明、顶

层设计已定的情况下，郑

州市积极、主动、及时地

推进新政策落地，彰显鼓

励创新、兼容并包的监管

态度。

用户数据究竟是谁的“菜”

有读者反映，途经北京市大兴区南大红门桥附近

104 国道时，看到道路上一块交通指示牌上的“廊坊”二

字顺序颠倒，变成了“坊廊”，“交通部门怎么能犯这么低

级的错误呢，这条算是进出京的必经之路。”记者就此事

询问大兴区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情况反映至相

关部门。（据8月10日《北京晨报》）
有人曾比喻，指路牌是当地人的“脸”，是外地人的

“眼”，是城市管理水平的窗口。近年来“马大哈路牌”时

有出现，看似工作人员粗心大意造成的“小失误”，实则折

射出地方政府为民服务的态度和水平。群众利益无小

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指路牌的错误，纠正起来不难，难

的是牢固树立百姓之事无小事的意识，养成注重细节的

工作作风。因此，对于“马大哈路牌”，相关部门不可一撤

了之，必须吸取教训，深刻剖析背后存在的马虎、漂浮、散

漫、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整改，真正把

“实打实”的要求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从而为群众提

供满意周到的服务。6 （恒情）

“马大哈路牌”
不是“小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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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父母吃低保的哈尔滨某大学一

男生，不但网上假装富二代，而且从

校园贷多次贷款总计十几万元，给

心仪的女主播打赏，甚至每天给人家订餐。有临床心理

科大夫指出，该男生得了“人格障碍的精神疾病”，所以会

有被网友斥为“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在炫耀诗和远方”的

如此疯狂。

专科大夫的诊断没毛病。一次脑残不可怕，毕竟那

只是大脑沟回的瞬间短路，常态化脑残显然是“病在骨

髓”了。脑残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该男生确凿无疑染上了

“精神疾病”。但是仅以精神疾病来为此事盖棺论定，难

免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泥淖。人之所以得病，是

身体条件和周遭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设想一下，如果

校园贷像银行贷款那样条件严格、审查认真，而不是借款

人发个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即可贷款的所谓“裸贷”，

该大学生怎么可能多次贷款成功呢？他的精神疾病也不

会发作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校园贷也不会成为莘莘学子

的梦魇，深受社会诟病。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从贷款打赏

到传销洗脑，再到很多老人用一生积蓄来买保健品，这些

被视为不可理喻事情的神一样存在，在于社会管理存在

的盲区和短板，让病灶有了滋生空间，社会环境因此被污

染，抵抗力弱者自然无法抵御病毒的进攻。查漏补缺净

化环境，必须马上行动起来。1 （丁新伟）

南橘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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