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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的考生，下一年报名参加高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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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履行志愿约定情况也将如实记

入其电子档案，在普通高招录取中向

高校提供，高校可以因为诚信原因将

这类考生退档 ③5

录取状态及时查

凭账号和密码可登录

“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生服务平台”，及时

查询自己的档案运转

状态

录取通知书要辨真伪

高校录取通知书是通过邮

政快递送至考生手中，接

收录取通知书需要考生出

示准考证、身份证、户口簿

等有效证件，但不收取任

何费用

履行承诺按时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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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档分数线
郑州大学

文科584分
理科585分

河南大学

文科568分
理科563分

●● ●● ●●

扶贫

就医

文科投档
满额的有335个
约占97.4%97.4%

理科投档
满额的有497个
约占96.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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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规范扶贫小额
信贷管理

年龄放宽至65岁

本科一批共投档95802份

志愿满足率高 省内院校生源好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 月 18 日，
省招办召开本科一批录取工作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本科一批共投
档 95802 份，包括文科 16399 份、理科
79403份，其中，特殊类型（包含高水平
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高校专项计划、
自主招生）投档录取4437人。

参加本批录取的是“双一流”建设高
校和经我省批准参加本批录取的高校。
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于7月 15日开始，经
过3次模拟，7月 18日 8：00平行志愿正
式投档。按照日程安排，将在7月 20日
投定向、预科档案；7月 21日征集志愿；
本批录取工作将于7月22日结束。

本科一批录取期间，还要进行地
方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类本科 B 段

录取工作。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录
取时间是 7月 20日至 22日；艺术类本
科 B 段的录取时间是 7 月 20 日至 24
日。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介绍，本
科一批录取工作呈现两个特点。一是
高校生源充足，志愿分布均衡，志愿满
足率高。在 344个文科招生单位中，经
平行志愿投档满额的有 335个，约占文
科招生单位的 97.4%；在 514个理科招
生单位中，经平行志愿投档满额的有
497 个，约占理科招生单位的 96.7%。
二是省内院校生源良好，个别招生单位
存在差额。文科生源充足且投档最低
分较高的省内招生单位有：郑州大学投
档最低分 584分、河南大学投档最低分
568分、郑州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投档
最低分 567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投档
最低分 557 分。理科生源充足且投档
最低分较高的省内招生单位有：郑州大
学投档最低分 585分、河南大学投档最
低分 563分、郑州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投档最低分 558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投档最低分546分。

参加本科一批录取的我省 22个文
科招生单位中有 1个存在计划差额，缺
额数量56；34个理科招生单位中有7个
存在计划差额，缺额数量1377。

在高校阅档过程中，个别考生可能
会因身体条件受限、不服从专业调剂、
个人诚信问题等原因被高校退档，计划
缺额将公开征集志愿。③8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记者
李延霞）记者17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
悉，银保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国
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对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小额信贷
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
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明
确，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要继续坚持“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
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
险补偿金”的政策要点。扶贫小额信
贷支持对象应包含已脱贫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借款人年龄上限可放宽到
65周岁。

通知 强 调 了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用
途。要充分满足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扶贫小额信贷资金需求。坚持户
借、户用、户还，精准用于贫困户发
展生产，不能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继
续禁止将新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以
入股分红、转贷、指标交换等方式交
由企业、政府融资平台或其他组织
使用。

通知要求稳妥处置逾期贷款，
妥善应对还款高峰期。要求进一步
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科学合理确定
风险补偿金规模，明确风险补偿启
动条件及程序。对已发放的、未直
接用于贫困户发展生产的扶贫小额
信贷，要加强监管，建立台账，分类
处置。

通知明确了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将扶贫小额信贷质量、逾期贷款处置
等情况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脱贫攻坚
年度考核内容，定期通报扶贫小额信
贷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七月，烈
日炎炎。在全省各地，有这样一群年
轻人，他们没有选择在空调房里消磨
暑假时光，而是把舞台搭到农村院
落，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把健康送
到村民身边。这些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通过开展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让这个暑假变得
更有意义。

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
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学联联合启动，
受到全省各高校的高度重视，并把它
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途径，作为实施共青团“第二课
堂成绩单”制度的重要内容。

连日来，大学生志愿者们活跃在
各个乡村：在卢氏县，郑州大学组建的
20支校级重点社会实践团队分赴该
县的 11个乡镇，深入开展健康扶贫、
文化扶贫等活动；在扶沟县大李庄乡
冯老村，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学院雷锋
志愿服务站10名大学生志愿者，连续
5天在村里开展小家电维修社会实践
活动；在封丘县黄陵镇闫庄村，河南科
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助力“驻村第一团
支书”专项实践队，围绕扶贫调研、科
技支农、防艾防溺亡、文艺下乡等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7月 18日，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围绕理论普及宣讲、国情社情观察、
科技支农帮扶等 20 个方面，组建省
级、校级、院系级重点团队，深入乡
村、社区、街道、厂矿，尤其是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根据活动安排，今年全省各高校
参与人数不低于本校在校生的 40%、
各地市中职院校参与人数不低于本校
在校生的30%。力争学生总参与量不
少于 100万人次，并在此基础上遴选
确定省级重点团队600支。③9

权威发布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7月 18日一大早，郑州图书馆门口，要进
馆看书学习的读者就排起了蜿蜒长队，人数
近千。

连日来，郑州气温居高不下，图书馆更是
掀起“热潮”，这里既能学习充电，又能避暑纳
凉，成为不少学生假期的好去处。

图书馆内一座难求，十几个阅览室、自习
室座位被占满，没占到位置的人只好在过道
里倚墙站立或席地而坐捧书阅读。即便如
此，也丝毫不影响大家的阅读热情，在炎炎夏
日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⑨6

本报讯（记者 曹萍）7 月 18 日，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日前，国家卫
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了全面
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500
家县级医院和500家县级中医医院名
单，我省伊川县人民医院等44家县级
医院、中牟县中医院等45家县级中医
医院入选。

据悉，这是继 2014 年启动第一
阶段提升 500 家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2014-2017年）之后，国家公布的全
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
名单。根据方案，到 2020年，500家
县级医院和500家县级中医医院分别
达到“三级医院”和“三级中医医院”
服务能力要求；力争实现县域内就诊
率达到90%左右。

名单确定后，各项目单位将结合
自身发展需求，制定能力提升实施方
案和工作计划，与支援医院达成协作
意向。“省卫健委、县政府、支援医院、
县级医院将签订四方责任书，确定各
年度和 3年总体目标，明确各方责任
权利，细化任务措施。县级医院和有
关单位将按照方案要求，加快提升综
合能力。”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③9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
能力第二阶段医院名单

我省89家医院入选◀图书馆排长队 ▲争分夺秒阅读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持有的

舞钢市群望纸板有限公司等25户不良债权资产所享有的债

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进行公开处置。截至 2019年 5月 6日

（基准日），该资产包涉及未偿本金人民币27204.82万元，未

偿利息4490.42万元。

特别提示

1.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本次

资产包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以我司接收的档案资料、法院判决（如有）及实际发生

计息为准。

2.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相关费用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计算，下列不良债权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3.处置方式：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挂牌

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可以整体组包、部分组包或单户处置

等。

本资产包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并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

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然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

置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直系亲属。

本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9年 7月 16日，有效期限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如

发现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情况，可向我司举报。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371-56826656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号河南

传媒大厦26层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371-56826667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借款人名称

舞钢市群望纸板有限公司

河南盟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鑫宏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正成豫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宏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市振煊物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东阳石业有限公司

河南宛东药业有限公司

南阳神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超然商贸有限公司

淅川县金帝服装有限公司

南阳市明远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天羽有色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河南雪阳坯衫股份有限公司

淅川丹江减振器有限公司

南阳陆运口岸有限公司

南阳红都百货有限公司

中方阀业淅川制造有限公司

淅川县康卡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铁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长葛市嘉年华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豫昌塑业有限公司

河南昊天精锻齿轮有限公司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 5月 6日（单位：人民币元）

贷款本金余额

7,749,271.52

9,283,233.18

4,777,696.29

10,000,000.00

8,000,000.00

8,999,631.27

7,493,206.16

5,920,340.00

4,800,000.00

9,999,749.20

9,850,000.00

9,660,084.52

29,993,267.24

8,980,018.41

10,000,000.00

9,999,991.32

9,935,666.37

4,995,853.45

6,980,000.00

5,256,570.20

3,098,540.79

4,876,068.11

4,470,000.00

9,429,059.57

67,500,000.00

利息

1,673,804.51

119,147.39

1,325,180.61

1,997,421.29

954,910.06

788,828.52

571,168.30

399,735.56

373,853.41

702,703.02

865,684.09

1,630,376.88

20,698,517.87

1,134,914.08

1,110,597.07

105,559.43

2,433,223.00

487,600.01

370,712.56

4,024,667.03

134,325.79

323,830.76

188,400.52

917,157.13

1,571,910.75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质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担保人名称

舞钢市群望纸板有限公司、舞钢市东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黄德
峰、苏耀军、杨银生

河南炜香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国宏、翟春芳、王洪斌、康新定

河南省十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十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
淑军
河南九信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天成果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李冬梅、李超群、张颢
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中宏康馨农业有限公司、
程传红、段红芳
南阳市宝天曼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南阳淘美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光伟、闫海燕
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南阳市东阳农牧有限公司、杨
东、王梅红
南阳华茸堂健康实业有限公司、社旗中迈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曹兴
良、仝成彦、曹相春
南阳神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南阳神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高应
学、刘春梅、高闯
河南省万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阳信宽商贸有限公司、南阳合智
商贸有限公司、南阳壹陆壹捌商贸有限公司、王保法、刘国锋、周敏

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金子龙

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南阳市振诚物资有限公司、曹
京哲
南阳天羽有色金属压延有限公司、南阳普康药业有限公司、袁寓、
袁中告
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邓州赛博板业有限公司、邓州泰阳置
业有限公司、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刘红中

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魏红彦

南阳红棉棉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岩

河南华中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王东、朱晓阳、赵波

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杨清强

淅川县康卡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淅川县林吉特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王保林、李转华、王康、肖曦
许昌万隆发饰品有限公司、河南卓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国记、
苗朝
许昌珠峰科技有限公司、长葛市万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代纪生、
路玲
许昌今食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伟达利包业有限公司、许昌银
利铝业有限公司、黄飞、黄云峰、黄汉文、孙占雨、黄汉臣
长葛市长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贾振甫、赵建华、贾振明、朱凤英、
贾丽亚、张继红、卢永贵、王改玲
鄢陵新绿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格瑞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创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红初、彭兰花

许昌县正和纺织有限公司、刘少林、轩岗领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舞钢市群望纸板有限公司等
25 户 不良债权公开处置公告

图书馆学习充电“三下乡”第二课堂

不负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