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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8 月 29 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深刻汲
取浙江温州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途
中被害事件沉痛教训，该厅联合省公
安厅、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郑州
市公安局于近日对滴滴出行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滴滴
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滴滴公司要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依法依规运
营。我省将全面推进网约车合规化
工作，在未取得经营许可的服务所在
地城市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尽快取得
经营许可。网约车运营信息数据要
实时、全面、真实地接入全国网约车
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并确保数据质
量。

省公安厅要求滴滴公司全面整
改,重点对“用户身份验证”“平台多
业务运营”以及“畅通数据调取查询
渠道”等方面进行整改，同时充分利
用网络大数据做好预警预测。

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正联合相关
部门建立事中事后联合监管的长效
工作机制，责成滴滴公司立即清理以
顺风车名义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如
多次行政处罚仍整改不到位，将采取
暂停发布、下架APP等处置。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8 月 30
日，许昌市人民政府在郑州举行第十
八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新闻
发布会暨许昌生态文化游启动仪式,
宣布本届花木交易博览会定于 9 月
25 日至 28 日在许昌市鄢陵县举办。
本届花博会主题为“魅力花都·美丽家
园”，会期4天，包括花事花展、招商推
介、旅游文化 3个板块 15项活动，主
要活动有开幕式、花木产业高层论坛、
中国花文化发展研讨会、第六届秋季
花木交易会、第十六届中州盆景大赛
和插花花艺展赛、五彩大地百合节、园
林机械展、“花开盛世”当代中国书画
摄影名家邀请展等8项。

依托本届花博会，9月 1日至 10
月 31日，许昌市将举行为期 2个月的
许昌生态文化游活动，以花木观光、生
态休闲、健康养生等为主题，开展一系
列特色旅游、健身养老活动。③9

省招办：首先，考生和工作人员
用笔有严格区分。今年我省高考继
续实行无声入场，考试文具由考区统
一配发。

二是考场、答题卡存放、扫描
现场均有监控和录像。启封和考
后密封答题卡都是在考场中，在视

频监控和考生监督下进行。
三是答题卡保密存放和运送

均以箱为单位，整箱运送至扫描场
地，在扫描现场检查密封无误后拆
箱、拆袋，以袋为单位进行扫描。
每袋答题卡扫描后装回原箱，扫描
后的答题卡送回卷库，清点无误后

办理归还手续。
四是扫描现场不同科目答题

卡由不同的管理人员负责，在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机位扫描。

从工作流程看，涂改或置换答
题卡是不可能的。③9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李林）让中心城区多“长”出
3100 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绿地，到 2020 年 1614
个郁郁葱葱的绿色游憩空间将珍珠般洒落在城
市的角角落落……8 月 30 日，郑州市城乡规划
局召开新闻通气会，首次“撩”开郑州市《“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三年建设规划》的“面纱”。

“去年起该规划已开始编制，规划范围与《郑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确定的中
心城区范围一致。”郑州市城乡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300米见绿与 500米见园”中，“绿”是
指面积不小于667平方米的城市绿地，“园”主要
是指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

“对一个城市进行绿地游园专项规划，在国内
还不多见。”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专家说，
该专项规划有三个亮点，一是数量大，到2020年中
心城区将新增1614处绿地游园，绿地新增面积达
到2260公顷，折算下来相当于3165个标准足球场
大小；其次是“一亩微园”，见缝植绿，挤空栽花，让
城市建筑与绿地游园紧密镶嵌；第三，重更新，轻拆
迁，着力解决老城区游憩空间缺口较大问题。

“北京、武汉等先后打出了‘留白增绿’‘增量超
前’等特色牌，郑州打造‘千园之城’，也十分有代表
性，不仅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需要，更是紧贴
百姓生活的需要。”省社科院一名专家评价说。③6

民生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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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邀你来赏花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张宏怡 王冰珂）“李明（化名）小朋友，
你已进入危险水域，此水域多次发生
溺亡事故，请马上离开，我已将信息
发送到你家长与老师的手机上了。”
8月24日上午9点34分，当8岁的李
明刚刚接近郏县北汝河大桥桥墩时，
附近喇叭便传出这样的声音。

当天，由平顶山市教育局与平
安科技联合设计的“人脸识别防溺
水解决方案”在郏县北汝河大桥试
点实施，开头的一幕就是“人脸识别
监测预警防溺水系统”所设立的三
道告警防线之一。

“在大桥北端第二组桥墩的中
央，悬挂着人脸识别高清球形摄像
机，辐射半径为 200米，一旦有人靠
近水域，高音喇叭就立刻播放禁止下
水告警。在大桥北端第一组桥墩的
左右两侧，我们还安装了7台人脸识
别抓拍机，抓拍到的图片通过与后台
人脸库比对，可以识别出学生信息，
并发出针对性告警。”技术人员王春
家告诉记者，该系统人脸识别率

97%以上，在发出第二道告警的同
时，该系统后台还同步将防溺水提
醒、学生靠近水域的照片和地理位置
信息发送给其父母与老师，一定程度
上能避免未成年人溺水事故发生。

据资料显示，全世界每年有超
过37万人因溺水而亡。其中，25岁
以下的青年和儿童占据一半。今
年，平顶山市教育局在中小学校大
门口、宿舍门口安装人脸识别设备
的基础上，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到
防溺水工作中去，通过“全景监控
无差别告警”+“人脸识别定向告
警”+“通知教师家长”的模式，设立
三道防线，全天候监控，预防未成年
人溺水事故发生。这也是人脸识别
技术首次应用在溺水防护领域。

据平顶山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人脸识别预警监控系统将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力的不足，配合
以往的巡逻机制，形成“人防+物
防+技防”防溺水机制。

据了解，目前，该系统人脸底库
已覆盖该市 81所中小学的 11万余
名学生，预计明年正式推广至平顶
山市辖下的 2 市 4 县 4 区，共覆盖
120个危险水域。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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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30日，记
者从省招办召开的 2018年我省普通高校
招生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人数为 98.38 万
人，较去年增加 11.80 万人，仍居全国首
位 。 我 省 高 招 共 计 录 取 本 专 科 新 生
787426 人，比去年增加约 5.7 万人。其
中，普通高考招生录取 712313人，比去年
增加 43513 人；对口招生录取 23850 人，
比去年增加 4523 人；专升本录取 51263
人，比去年增加8952人。

在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的 712313 人
中 ，本 科 录 取 337026 人 ，比 去 年 增 加
16022人；本科一批录取91979人，比去年
增加 14857 人。专科录取 375287 人，比
去年增加27491人。

今年集中录取期间，我省以优质生源
和热情服务，积极争取面向全国的招生计
划和省外高校的机动计划。本科层次共
计争取扩招 9660 人。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等高水平大学在录取过程中都较大幅
度地增加了在我省的招生计划，清华、北
大均保持了200人的历史高位。

农村考生升学之路更宽广。通过实
施“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
项计划”，录取农村及贫困地区考生 9860
人，比去年增加 513人。录取农村定向免
费本科医学生、小学教育（全科教师）考生
3219人，比去年增加2142人。

招生改革步伐更稳健。我省积极实
施分类考试招生改革。今年 87所省内高
职院校参加提前单考单招，录取 145641
人，已成为高职高专学校招生主渠道。中
职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80.82%，专升本录
取率达到 46.64%，人才成长立交桥更加
通畅。通过继续巩固、扩大本科二、三批
合并成果，提升优化本科一批优质资源，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本科平行志
愿生源满足率达到99.6%。

总体来看，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实现了“三增加”，即本专科录取总
人数持续增加、本科录取人数持续增加、
重点大学录取人数持续增加。③9

我省78万余名考生圆了大学梦
比去年增加约5.7万人

权威发布
新闻1+1

省招办“揭秘”高考考生答题卡运转
考生的答题卡是怎么运转的？一问

省招办：高考考试和答题卡扫
描是在严密的流程下进行的，并且
全程监控录像，从考场分发答题卡，
到收缴、密封、运送、保管、扫描答题
卡结束，形成了一个保密的闭环。

每科开考前15分钟，启封分发
答题卡。考生离场后，三名监考员携
带答题卡等有关物品，沿“封闭式”专
用通道一起直接回到考务办公室。

答题卡的运送由公安人员押
运。各市、直管县招办以箱为单位
将答题卡送达答题卡扫描保管场
所，交接过程中，先检查密封情况，
再核对数量，签字验收，整箱入
库。答题卡分学科分组保管，进入
保管场所需要2人以上同行。答题
卡保管现场全程 24 小时监控录
像；外围24小时值班执勤。

答题卡箱、答题卡袋送到扫描
机位才能拆封，扫描现场全程监控
录像。答题卡扫描每个机位 2人，
先对答题卡袋密封情况进行检查，
确认无误后拆袋扫描。

从今年高考考试、答题卡扫描
情况看，整个过程安全平稳。扫描
完成时，所有答题卡与编排考场信
息一一对应，不存在任何问题。

试卷上的基本信息条形码是唯一的吗？

省招办：考生基本信息条形码
是网上评卷扫描识别答题卡的主
要依据，按照考场编排制作，每个
考生每个考试科目一张，随考场试

卷、答题卡一同保管、领取、分发。
条形码与每场 30名考生一一

对应，为一次性、唯一性使用。条
形码一旦粘贴到答题卡上，无法在

无痕的情况下撕下。考场和扫描
现场也没有备用或多余的考生条
形码。因此，每个考生每个科目考
试的条形码是唯一的。

省招办：答题卡扫描以每个考
场一袋 30名考生为单位进行。扫
描系统自动识别条形码考号内容，
与系统内存贮的考场编排信息对照
识别，只有该考场30名考生个人信
息与系统内存贮的编排考场信息全
部一一对应，才能将扫描信息存入

系统。每扫描完一袋，在试卷袋上
加盖组章。

扫描系统阅读每个考生的答题
卡时，首先识别考生号条形码信息，
同时识别答题卡背面的座位号信
息，只有两项信息阅读均正常，才能
通过扫描。如果考生条形码信息污

损、或答题卡背面的座位号未填涂，
工作人员将根据答题卡上考生个人
填写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
号和答题卡背面的座位号等信息，
以及该考场 30名考生与答题卡的
一一对应关系，准确判断考生答题
卡的归属，不会张冠李戴。

扫描过程如何保证答题卡与考生一一对应？

考生答题卡有置换和涂改的可能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杨丹丹

绿树成荫、荷塘连片，道路通畅、
村居整洁……范县王楼镇苏庄村，这
个位于豫东北黄河“豆腐腰”的村庄，
却处处呈现出江南风光。

“十几年前我们村就这个样子了，
是已故老支书苏栋梅带领我们过上了
好日子。”8月 29日，提及苏庄村的发
展之路，现任村支书苏国明打开了尘
封的记忆。

曾经，苏庄村是一座贫困、落后、
封闭的小村庄。1999年，苏栋梅当选
村支书后，开始带领大伙儿谋出路、搞
建设、修路架桥，村民的日子渐渐好过
起来。

2003年，苏庄村被确定为第一批
濮阳市小康村建设示范村，迈出了“整
村搬迁”的关键一步。

按照“避开老村、突出黄河水乡特
色、统一规划、稳妥推进、滚动发展”的
原则，苏庄村聘请专业设计人员在村
里最好的一块土地上规划了“新村”。

“起初，大多数村民不愿离开老宅
重建新房，苏书记用半年时间挨家挨
户做工作，展望美好的未来，最终得到
了村民的支持。”据苏国明介绍，有了
村民的支持，50 米宽的街道、道路绿
化、路灯、水、电等新村基础设施相继
开工建设。

2004 年 10 月，苏庄村第一批 44
户报名群众的新房开工。一年后，一
座座2层小楼拔地而起，143套住宅全
部建设完成，“新村”样貌基本成形。

“周边村子的人都很羡慕，说我们
村的人都住别墅，新村就是别墅群。”
站在苏庄村宽阔的街道上，苏国明说，

村里原来的住宅地租给了几个企业，
村民又多了一份收入。

近年来，范县围绕“党建引领、脱
贫攻坚、城乡融合、工业主导、农业固

基、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的思路，将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容，以“通、净、绿、亮、文”
的总体要求为抓手，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今年，王楼镇入选了河南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乡镇’名单。”王
楼镇党委书记宋士宁高兴地说，该镇
不仅有苏庄村这样发展起步较早的美
丽乡村，以东张村为中心的“柳溪小
镇”也在快马加鞭地打造。

走进东张村村口，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面造型别致的“迎客墙”，仿古
风格，白墙绿瓦，墙面上两行苍劲有力
的黑色字体：“水韵康庄·柳溪小镇”。

一条小河在脚下穿过，沿河护栏
和木制长廊分列小河两侧，一排排整
齐的房屋沿河而建，水韵特色一览无
余。

“柳溪小镇”位于王楼镇范莘公路
两侧，以东张村为中心，涵盖7个村落，
总规划面积 2.66 平方公里，将建设嬉

水游玩区、设施农业区、农耕文化体验
区、青少科教文化区、休闲商业区等 5
个片区，以及滨河浴场、荷花园、垂钓
中心、果蔬采摘园、亲子乐园、农家乐
等17个项目。

“它主要依托省水利厅驻东张村
第一书记赵学彬引进的河塘整治项目
而建设，计划建成3.5公里长的观光水
带以及 260 余亩的蓄水坑塘，既满足
了周边设施农业用水，又能在汛期排
涝受水，更可以发展水经济，带动周边
村贫困户脱贫。”宋士宁介绍。

目前，“柳溪小镇”已投资 900 万
元，建设完成了污水处理系统，并对滨
河道路和土山进行了绿化，改造美化
了房屋墙面，建设了柳溪小镇牌坊、碧
波观澜亭、月季竹子小巷以及耕读世
家、稻香居、疏墨淡影斋3个农家小院，
购置了3艘仿古木游船，供游客乘坐观
光体验。

“来年再看，‘柳溪小镇’将成为
‘美丽乡村环境、美好乡村经济、幸福
乡村生活’的典范。”宋士宁自信地说。

范县王楼镇：黄河岸拂过“江南风”濮阳脱贫攻坚滩区行⑧

王楼镇
正在打造江
南 水 韵 的
“柳溪小镇”

准大学生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

身份证到火车站窗口购买学生票，

或网上购票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

证和订单号一起到火车站取票。

享受火车票的优惠区间为家

庭所在地与学校所在地之间，超出

区间不能享受优惠政策。③9

准大学生
你关心的事情在这里

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在新学期开始前，向家庭所在

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

出贷款申请，携带材料有 2 份纸质

打印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申请表》、本人身份证以

及共同借款人（父/母）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以及高校录取通知书原

件及复印件。入学后，指定的贷款

银行会在约定日期发放贷款。

考生还可在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 中 心 官 网（http://www.xszz.cee.

edu.cn/）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

号（微信号：jybzzzx）查询国家学生

资助政策及相关规定。

团组织关系转移

一般来说，高中学校会把团组

织关系档案和转团介绍信交由学

生保管，主要转接的资料有入团志

愿书、团员证以及档案袋，档案袋

不要撕开，大学报到时将转接材料

交给辅导员统一办理。

购买优惠火车票

文字整理/史晓琪 制图/单莉伟

二问

三问

四问

详见今日《大河报》AI·06版

征地方案、补偿安置
方案信息要公开

我省将重点公开重大
建设项目批准实施等3大领
域政府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