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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想要换工作的小伙伴，还没
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河南人才市场给大家发放就业福利
了。7月 3日，记者从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本月省人才
市场将举办8场专场招聘会，预计为求职者提供1.1万个
就业岗位，让更多的求职者才尽其能，实现成功就业。

针对计算机、新材料技术、金融等人才，河南人才市
场将于 7月 4日举办计算机、市场营销、行政人事、机械
及自动化专业专场招聘会；7月11日举办农林牧渔、批发
零售、生产制造、金融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7月 18日举
办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专场暨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人
才供需洽谈会；7月 25日举办生产制造、计算机、电子通
信、建筑房产行业专场招聘会。此外，为满足新经济动能
下企业转型发展对营销人才的需求，河南人才市场还将
于7月7日、7月21日举办省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还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同样有机会。河
南人才市场本月举办的两场招聘会将为毕业生提供4000
多个岗位，助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7月14日举办河南省
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7月28日举办河南省大中专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每场招聘会拟设展位110个，涵盖市场营
销、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人力资源、法律、机械制造、计算
机、电气自动化、土木工程等多个专业。③3

本月8场招聘会等你来

民生速递

“小升初”评价材料泄密？

郑州警方称信息不实

在郑州，花 10块钱，能吃一碗面条？能买一包零食？或许还不够。但
现在，花10块钱能去河南艺术中心、省人民会堂等演出场所看名家、名团、
名剧。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戏曲艺术，6月底至 7月中旬，我
省推出21台优秀剧(节)目集中展演，票价一律10元。

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演的剧目均为我省各个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如《倒霉大叔的婚事》《常香玉》
《婚姻大事》《王屋山的女人》《红旗渠》等，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离不

开观众的支持，此次活动实行低票价，目的是让这些优秀剧目走
进老百姓生活，不仅是为了培养戏迷和票友，也是为了更好地普

及戏曲艺术。
如果看完戏曲还不过瘾，那就来河南艺术中心公益文化广场免

费欣赏“放歌如意湖”系列演出吧，音乐会、舞台剧、电影、戏曲等节目一
应俱全。作为艺术启蒙的重要方式之一，儿童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

此，每逢暑假，河南艺术中心室内剧场都推出“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引进国
内外儿童剧精品剧目。同时，河南艺术中心推出中外音乐陈列展、嵩山书局

“纸年轮”读书讲座等，吸引更多普通群众走近高雅艺术。③5

◀图为儿童剧《勇敢的鸡宝宝》剧照②46 本报资料图片

一碗面条钱欣赏传统好戏

□本报记者 温小娟

盛夏时节哪里去？走进

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各种

文化场馆，读书、观展览、看演

出无疑是清凉消暑的最佳选

择。那么，这些文化场所都备

下了哪些最新鲜的“特色菜”

和“硬菜”以飨市民？记者帮

您打探。

多道文化大餐多道文化大餐
伴你纵情一“夏”

暑期一到，“熊孩子”在家里看动画片、打游戏、吃冷饮，让家长们发
愁：两个月的假期，如何让孩子既学习好又玩好？省少儿图书馆有
“妙招”。

省少儿图书馆活动培训部主任安慧介绍，为丰富少年儿童的
暑期生活，省少儿图书馆推出了“暑期安全教育系列”绘本展览、
大师讲堂、暑期志愿者、“阅读七彩虹周末亲子乐”系列活动等
多项主题活动，为小读者搭建感受书香、实践成长的平台。
同时，该馆“童悦书房”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半，并开通
了 24小时自助借阅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小朋友们还可

通过图书馆的朗读亭录制自己喜欢的诗歌、美文，感受“用
耳朵聆听的图书馆”，让阅读更加丰富美好。

读书读累了怎么办？那就体验一把做手工、玩益智游戏的乐
趣吧。7月至8月，省少儿图书馆推出烘焙体验、泥塑、机器人基础

拼搭、超轻泥编织等亲子手作，丰富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郑州图书
馆则推出了趣味棋类、编程游戏小猫走迷宫等活动，在游戏中培养孩子

解决问题的能力。玩完游戏，还可以到省图书馆免费观影，这里有小朋
友们喜爱的《玩具总动员》《小小飞虎队》《里约大冒险》等动画片。

◀暑假来临，孩子们在图书馆内畅游知识的海洋。图为7月 2日，小朋
友们在洛阳市图书馆看书。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读书观影做手工图书馆里都行

几天前，郑州民办初中综合素质评价考卷将学生们“带进了”河南博
物院，从贾湖骨笛到云纹铜禁，从石器时代跨越到宋元明清再到展望未
来，学生们需要运用综合知识，在博物院的各个场馆里进行情景化、探
究式的学习与角逐。不少家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以后得空就
带孩子畅游河南博物院。”

现在机会来了，从7月开始，河南博物院开展“国宝讲解小明星”
培训、“我是国宝守护人”特约讲解学程、历史教室“商人·商情”互
动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让青少年感触“老家河南”文化遗产之美，
自信讲出“国宝”好故事。河南博物院社教部张滢介绍，“我是
国宝守护人”特约讲解学程是从讲解员这一国宝守护人的角
度出发，开展5天的职业体验，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与国宝近
距离接触，体验文物修复和趣味考古发掘，让青少年全面了解中
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孩子们玩高兴了，大人们也想清静文雅一番？那就去郑州图书
馆听听讲座修身养性吧。记者了解到，这个暑期，郑州图书馆推出了

“史·书”系列公益讲座，“天中讲坛”国学系列、早期文明系列讲座，可以聆
听专家解读莲鹤方壶、郑州地标、地下城池之演变史——从淮阳平粮台陶管
道看排水系统历史等精彩纷呈的故事，深入了解河南历史的“前世今生”。

▶7月1日，一位小朋友在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参观。暑假来临，全省各
类博物馆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的去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感受“老家河南”文化遗产之美

□胡舒彤

图书馆里品书香、诵诗歌、制

泥 塑 、拼 机 器 人 ；博 物 馆 来 赏 文

物 、学 讲 解 ；艺 术 中 心 听 戏 曲 ，会

戏友……这个暑假，孩子们有了更

多选择。

有了这些充满文化气息的活

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不再只有

“培训班”，也不再充满吃冷饮、打

游 戏 等 让 家 长 们“ 头 疼 ”的 难 题 。

各种文化活动成为孩子们暑假生

活的“主角”，让孩子们在文化熏陶

中感受暑期生活的愉快，快乐地成

长，这是一件令家长、学校和社会

都感到欣慰的事情。

孩子的成长需要文化滋养，尤

其 是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知 和 传 承 。

“伸手摸秦砖，抬脚踢汉瓦”，河南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着厚重

的历史文化积淀。用文化点亮孩

子们的暑假生活，让孩子们从小自

觉去学习、传承河南文化，感受家

乡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知老家

河南的厚重，既是为文化发展增添

活 力 ，又 是 为 文 化 传 承 培 养 生 力

军。②7

定向西藏就业最多可降 40
分补档

定向就业招生，是在招生时就明确毕业

后就业去向的招生计划形式。按照政策，定
向就业招生计划在本校调档分数线上不能完
成计划的，可在本校调档分数线下 20分以
内、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补充投档，定向
西藏的可在本校调档分数线下40分以内补
充投档。

本科一批计划招43名定向生。参加今
年我省本科一批录取的院校中，定向生包括
两种，一种是定向西藏就业，一种是定向洛
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就业。理科方
面，5个院校计划招37名定向生，其中，武汉
大学招 11人、厦门大学招 4人、中国农业大
学招 2人、河南师范大学招 12人，全部定向
西藏就业；西南交通大学计划招8名定向洛
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就业的学生。
文科方面，河南师范大学计划招 6人，定向
西藏就业。

本科二批计划招42名定向生，招生专业
全部为师范类，毕业后全部定向西藏工作。
其中，洛阳师范学院文理各计划招6人，安阳
师范学院文理各计划招3人，商丘师范学院
文理各计划招6人，南阳师范学院计划文科
招9人、理科招3人。

预科班最多可降80分投档

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是党和国家为
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才而制订的特殊政
策措施，少数民族考生可在相关批次单独填
报志愿。

按照政策，本科预科班、专科预科班、民
族班录取分数线分别不得低于所在批次有关
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80分、60分、40分。录
取时，报考民族班志愿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

生与相应本专科普通类专业的考生同时投
档；报考预科班的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在普
通专业志愿投档后按预科班志愿投档。

第一志愿报考农林院校可降
20分投档

政策规定，如果各批（不含艺术、体育等
提前批及对口、专升本）农、林院校第一志愿
生源不足，在招生高校认可的情况下，可在相
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降分投档，降分幅
度不超过20分。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院校中，认可该项政策
的共有41个招生单位。省招生办提醒考生在
选报相关志愿之前，最好先登录相关院校官
方网站查阅浏览其招生章程，结合《招生考试
之友》公布的院校和相关信息进行填报。③4

定向生 预科班 农林类院校

降分录取机会要抓住

辟谣

文化暑期，
可以有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被执行人通过支付宝转账、微
信发红包等方式转移财产，也是一种规避执行的行为，涉
嫌构成拒执罪。7月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打击
拒执犯罪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 10起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典型案例。其中，被执行人王某因利用网络支
付的方式转移财产，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2014年，杨某因货物运输合同与王某等发生纠纷诉至
法院。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某赔偿杨某损失
54.4万元，王某却一直未履行义务，杨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经调查，被执行人王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郑州
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提起公诉。法院查明，被执行
人王某通过网上支付、微信红包、电子商务、信用卡交易等
行为多次转移财产，规避执行。2017年12月，郑州市惠济
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被执行人王某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本案的承办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法院对被执行人的
财产查控不仅包括房产、车辆、土地、银行账户、股票、证
券等，还包括支付宝账户、微信余额，通过网上转账、发红
包等方式转移财产都会被查控到。③4

发红包转移财产躲避执行
此“路”不通

执法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我省高招第二次志愿填报正在

进行中，截止时间为7月7日 18:00。

这次填报堪称“重头戏”——本科一

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和本科二批

都在这一批次填报。招生部门提醒考

生，按照政策，定向生、预科班、农林类

院校在录取时可能会降分备档。

7月3日，鲁山县尧山镇下坪村村民争相在招工登记
处报名。随着乡村旅游不断升温，河南尧山大峡谷漂流
集团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为当地村民、特别是贫困户提
供了400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每月有近3000元收入，
帮群众在家门口脱贫致富。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 30日中午，网络上频现
“小升初提前泄题”的言论，称：郑州一些民办培训机构提
前拿到小升初评价工具，有些机构还提前让学生们连夜
背答案。7月 2日，郑州市教育局约谈部分民办培训机
构，对网络传言作出郑重声明。

记者从郑州警方获悉，6月30日网传当日“小升初阶段
性评价疑似试题泄露”，同时在网络上开始流传评价内容的
图片，并出现关于“泄题”言论的截图。经警方调查，网络上
流传的评价内容图片，系郑州市一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联
系评价学校，在开考后将题拍出，并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答
题，进行网上传播。这是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为了证明自己
能押中小升初评价题，从而在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群里提
高知名度的做法，目的是为了招揽更多生源、谋取利益。

经调查，郑州市区民办初中阶段性评价考前不存在
泄题，考中不存在作弊。郑州警方希望广大市民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

7月2日，郑州市教育局约谈网传中涉及的民办培训
机构，并责令其于当天下午做出书面情况说明。涉及的
民办培训机构之一——郑州市金水区方德外语培训中心
在声明中称，广泛传播的手写版“方德教育 2018小升初
参考答案”的图片被人恶意篡改发布时间，把原来的6月
30日中午 12：55改成了早上 06：55，致使公众对 6月 30
日上午的小升初评价存在泄题、泄答案的严重误解。

同日，郑州市教育局对保密程序做出详细说明，第三
方机构参与命题工作的专家与工作人员都有严格的管控
程序与保密措施，所有相关人员确认没有任何形式的泄题
行为。针对有传言称此次评价很多学生成绩在200分以
上，郑州市教育局郑重表示，目前小升初评价正在进行评
审前的准备工作，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权威答案”均不
是官方标准答案，请广大家长和学生不要轻信。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