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 350 336

音乐 343 330

播音与主持 373 362

表演 343 333 160

编导制作 373 362

书法 343 336

体育舞蹈 315 288

专业分数线类别
文化分数线

文科 理科

2019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录取批次

普通类

体育类

艺术类

本科一批 536 502

本科二批 447 385

高职高专批 160 160

本科 349 305

专科 160 160

专业考试类别

校考各专业 336

206

120

302

166

137

219

137

195

105

297

164

127

210

130

175

95

270

145

110

180

125

90

75

本科提前批

本科A段
本科B段 高职高专

本科提前批

本科A段
本科B段 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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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我省录取人
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
良好态势，总录取人
数、本科录取人数、重
点大学录取人数将超
过去年。

出行

医疗

耐药结核
病治愈率
只有60%
左右

60%

民生速递

权威发布

□王志祥 晋腾飞

“今天我们召开社区两委班子联
席会议，主要是安排金沙国安府二期
项目征地补偿问题，各组按照 1984年
分地人口、土地亩数上报，实行一户一
折，发放土地补偿费，请村务监督委员
会的同志对此项工作做好监督。”日
前，柘城县长江新城街道北门社区党
支部书记邢西东在社区“两委”联席会
议上安排项目监督事项。

该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邢良
义兴奋地说：“以前，社区召开班子会
议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对村里事务一
概不知，更别谈监督，自今年县纪委在
社区开展村务监督试点工作以来，我
已经第8次列席社区两委联席会议。”

据悉，这是今年来柘城县纪委结
合工作实际，积极创新探索村务监督
机制，实现了县乡两级公职人员监督
全覆盖后，村干部们表达的由衷感
受。

柘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王奕朝提出：“当前全县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的案件大部分都属于村干
部的基层权力腐败问题，县乡两级纪
委如何切实加强对村级监督委员会的

工作指导、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
的‘村纪检’监督作用、打通监察监督

‘最后一公里’，如何从源头上遏制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关注并着力要解决
的一个问题。”

今年年初，柘城县纪委针对这个
问题开展了调研工作，通过大量分析
与调研后发现了制约村务监督的主要
因素：村务监督委员会人员素质偏低、
缺少办公场所、缺乏业务指导、权限职
责不明、考核奖励机制不健全等。为
此，柘城县纪委在五个乡镇六个村推
行“3731”村务监督机制，切实抓好县
乡两级纪委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指导，村务监督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抓好“三项建设”，提供监督保
障。一是抓好“四强”队伍建设，让监
督履职更有力。针对个别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责
任心不强等原因，对村务监督委员会
部分成员做出调整，选出一批“素质
强、责任强、原则强、参与强”的人员充
实到村务监督委员会队伍。二是开展

“十有”阵地建设，让监督平台更完
善。 每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做到“十
有”：有人员、有场地、有牌子、有制度、
有印章、有台账、有登记簿、有月报表、
有意见箱、有公示栏，为村务监督委员
会开展工作提供较好的监督平台。三
是完善“15项”制度建设，让监督行为
更规范。县纪委制定完善了集体决
策、村情分析、列席会议、工作例会、监
督检查等 15项村务监督工作制度，为
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有力制
度保证。

开展“七类指导”，增强监督效
果。一是制定工作规则“指明方向”。

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联合印
发了《柘城县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
则（试行）》，使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展工
作有章可循。二是开展业务培训“提
升能力”。县纪委对村务监督委员会
主任开展业务集中培训，乡镇纪委对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组织业务培训，
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能
力。三是编印培训手册“强化指导”。
县纪委编制《柘城县村务监督委员会
培训手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人手
一册。四是组织巡回展出“普及知
识”。组织试点乡镇纪委制作村务监
督展板巡回展出，提高村务监督意识
和普及村务监督知识。五是发放登记
簿册“收集建议”。乡镇纪委印发《村
民意见建议问题登记簿》，及时向村党
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提出监督事项及工
作建议。六是开展工作例会“听取汇

报”。乡镇纪委每月组织召开村务监
督委员会主任工作例会，听取工作汇
报，及时了解工作开展情况。七是印
发工作台账“全程记录”。乡镇纪委为
各村务监督委员会统一印制工作台
账，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在台账上记
录详细工作实况。

厘清“三项清单”，突出监督重
点。一是基层“权力清单”。分为重大
决策类（规划编制、章程修订、三资决
策）、日常管理类（组织人事、工程项
目、财务管理、物资采购、社会管理、户
籍管理、其他）、便民服务类（计划生
育、民政社保、国土城建、农林牧渔、其
他服务）等三大类 64项内容。二是村
（社区）干部“负面清单”。列了农村干
部需要禁止的事项和行为，包括“5个
禁止 22个不准”，为村（社区）干部划
出了红线。三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监

督清单”。把村务监督工作分为村务
决策、村务公开、三资管理、强农惠农
政策落实、工程项目建设、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农村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情况
等 7项监督重点，开列出 20类监督事
项。通过厘清“三项清单”，促进了村
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精细化履职，突
出了监督重点。

强化“一项考核”，增强监督责任。
县纪委制订出台《柘城县村务监督委员
会考核办法（试行）》，由乡镇纪委每年
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履职情况进行
考核，促使其主动监督、敢于监督。

今年以来，县纪委召开试点乡镇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工作例会 4次，
开展业务培训 3次。六个试点村村务
监督委员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132
条，列席村“两委”联席会议 48次，开
展各种监督检查 36次,六个试点村今
年没有发生一起村干部违纪案件，切
实将全面从严治党延伸至村组，把压
力传导到村组，把纪律约束落实到村
组，把问题解决在村组。

目前试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村
务监督“3731”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
下一步将在全县铺开，全面加强群众

“家门口”的监督力量。

探索“3731”村务监督机制
推动国家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八个部门共同
印发《遏制结核病行动计划（2019—
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向
结核病“宣战”，明确提出到 2022年“全
国肺结核发病率降至 55/10万以下，死
亡 率 维 持 在 较 低 水 平（3/10 万 以
下）”。2018年我省肺结核报告发病率
为 59.4/10万，其中农民、家政和待业人
员、学生居前三位。专家提醒，无论什
么结核病，都要足量、足疗程、联合用
药，不能擅自停药，避免出现继发性耐
药结核。

6月 24日，郑州市结核病防治办公
室主任崔帷介绍：“目前肺结核的治疗主
要以服药为主，初治患者需要连续服药
半年时间，90%的患者都可以治愈，而且
这部分治疗是免费的。”

有很多患者服药一段时间后，感觉
症状减轻，就把药停了。“自行停药或者
不规律服药不仅会导致病情反复，而且
会出现耐药，治疗费用大幅上升，治疗周
期长达两年，耐药结核病治愈率只有
60%左右。”崔帷说。所以，《行动计划》
专门提出，要扩大耐药结核病筛查范围，
最大限度发现耐药患者。

“卡介苗可以避免婴儿患严重结核
病，降低婴儿死亡率，但 6岁以后，它的
保护作用就基本没有了。”崔帷说，预防
结核病要做到室内经常通风，去公共场
所尽量戴口罩；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
等。③5

《遏 制 结 核 病 行 动 计 划
(2019—2022年)》印发，专家提醒

结核病患者
切不可擅自停药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24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今年我省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今年，文科一本分数线为
536 分，理科一本分数线为 502
分；文科二本分数线为447分，理
科二本分数线为385分。高职高
专批文理科分数线均为160分。

与去年相比，文科一本分数
线降低了 11 分，理科一本分数
线提高了 3 分；文科二本、理科
二本分数线均提高了 11 分；高
职高专批文理科分数线比去年
降低了40分。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介
绍，本科提前批中的体育、艺术专
业，单独划线，军事、公安、司法等
院校按高校要求，分别执行本一
或本二分数线。国家专项计划、
地方专项计划单独设立批次，执
行本科一批分数线。专科提前批
执行普通高职高专批分数线。从
分数线划定情况看，我省一本、二
本分数线与使用全国 I卷的省份
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陈大琪介绍，为给河南考生
争取更多升学机会、争取更多优
质教育资源，省委、省政府通过省
部会商机制，省教育厅多次向教
育部汇报，省招办通过“走出去”
和“请进来”相结合方式、大力推
介河南优质生源，通过提供热忱
服务、加强与院校沟通、充分发挥
优质生源大省优势，全力争取高
校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
据目前汇总的招生计划，加之录
取过程中积极争取招生院校投放
机动计划，预计今年我省录取人

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总录取人数、本科录取人数、重点
大学录取人数将超过去年。

今日零时开始，考生即可查
询自己的高考成绩。官方查分
网站包括：河南省教育厅网站
（http：//www.haedu.gov.cn）、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
www.heao.gov.cn）、河南招生
考 试 信 息 网（http：//www.
heao.com.cn）、河南省普通高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https：//
pzwb.heao.gov.cn）。 今 年 我
省还将通过普通高招考生服务
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电子
成绩单、录取信息以及高考体检
报告。

陈大琪提醒考生，在省招办
网站上查询的成绩都是实际分
数，也就是各科成绩和考试总
分。公布的分数段统计中加入了
政策性加分，这样便于考生准确
定位填报志愿。对自己成绩有疑
问的考生可于 6 月 27 日 18：00
前持本人准考证到县（市、区）招
生办提交成绩复核申请。

我省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
8日开始，8月11日结束。③9

我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文科一本536分 理科一本502分

录取人数将超去年

现场咨询
6月 25日至 26日在郑

州举办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

动，委托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

院、黄河科技学院、郑州工商

学院承办。考生及家长凭

准考证即可入场。

在填报志愿和录取过程

中，省招办及各省辖市、县

（市、区）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

厅全程提供咨询服务，咨询服

务电话24小时开通。

2

1

网上咨询
6月 25日至 28日每天

9：00 至 12：00，15：00 至

18：00 在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进行网上咨询活动，

省招办、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

（市）招办和在豫招生高校均参

加咨询活动。

咨询服务别错过

□本报记者 史晓琪

6月 25日 8：00，我省高招志愿填报
系统正式开通，第一次志愿填报同时启
动。6月 24日，省招办发布考生填报志
愿注意事项，帮助考生了解招生政策和
规定，科学填报志愿。

不要让他人代替填报志愿

省招办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
己的密码，不要把密码透露给他人，更不
要让他人代替填报志愿。

网上填报志愿后，县（市、区）招办将
依据考生网上保存的志愿信息，打印出
志愿表，由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签字
确认，并存入考生档案。志愿经考生签
字确认后，录取时不得擅自放弃。对口
招生、专升本志愿和各批次的征集志愿，
网上保存后不再签字确认。

提前批次部分类别不能兼报

在本科提前批志愿中，专设军队招飞
志愿，参加军队招飞全面检测合格的考生
方可填报。军队招飞志愿先于其他本科
提前批志愿投档，未被该志愿录取的考
生，继续参加本科提前批次其他志愿投
档。体育、艺术、军事、公安、司法院校以
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高校及专业同时录
取，无法兼顾投档，且对考生有不同的限
制，如政治条件、身体条件、专业术科成绩

等，有的要提前进行面试、政审、体能测
试，因此，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不得兼
报。

三个专项可兼报

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
和地方专项计划志愿应注意：通过相应
专项计划资格审核的考生方可填报。
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均单独
设立批次，原则上执行本科一批分数
线。高校专项计划纳入特殊类型招生
志愿，考生应在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栏填
报。考生如同时符合 3个专项计划的资
格，志愿可以兼报。

不同批次志愿模式不一样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高职高专批均
实行平行志愿，其中本科一批和高职高专
批可填报 1—6个高校志愿，本科二批可
填报 1—9个高校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
填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和专科提
前批（除艺术外）第一志愿设 1个高校志
愿，第二志愿设4个高校平行志愿。

艺术类分艺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
科A段、艺术本科B段、艺术专科。每批
次每段可按顺序填报 2个高校志愿，每
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1个专业和是否同意
调剂专业。③9

如何填报志愿 省招办支招

制图/王伟宾
本版图表内容来源：河南省招生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自己
的成绩在全省排多少位？同一
分数考生有多少人？6月 25日
零时，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了
我省 2019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
（即“一分一段表”），对每一个分
数上有多少考生、该分数线以上
有多少考生进行了详细统计。

“一分一段表”显示，今年我
省共有 129205 人上一本线，其
中文科 22094 人、理科 107111
人；全省共有 380097 人上二本
线 ，其 中 文 科 99577 人、理 科
280520 人 。

“一分一段表”详情，考生可登录
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
www.heao.com.cn）查询。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我省公
布的分数段统计中加入了政策
性加分，这样便于考生准确定位
填报志愿。希望考生利用好“一
分一段表”，将其作为填报志愿
的重要参考。在“知分、知线、知
位”情况下，考生可以根
据目标院校近年来在河
南的录取情况、今年的招
生计划，结合自己的高考
成绩及全省排位，科学填
报志愿。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蒋晓芳）记者 6月 24日获悉，为
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鹤壁市推出
公交拥军卡，现役军人及65周岁以上退
役军人持卡可在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
车。

据了解，免费乘坐公交的范围，为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和军校学员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文
职人员，以及长期居住在鹤壁市区的65
周岁以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退役军人。

其中，长期居住在鹤壁市区的现役
军人，需由本人持军人身份有效证件原
件和复印件，到公交卡办理网点办理拥
军卡；非长期居住在鹤壁市区的现役军
人，出示本人军人身份有效证件原件即
可免费乘车；长期居住在鹤壁市区的
65周岁以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役军人，需本人提
供该市户口簿、退役军人相关证件原件
和复印件，到公交卡办理网点办理拥军
卡。③9

鹤壁推出公交拥军卡
现役军人及 65周岁以上

退役军人持卡免费乘车

近13万名考生过一本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