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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8月 13日 7时 20分，一辆黄色
的综合检测列车缓缓驶出郑州东
站，郑万铁路河南段联调联试正在
进行，线路开通进入倒计时。

联调联试是一条铁路开通前
的重要工程节点，每次在高铁新
线路开通前，被称为“黄医生”的
综合检测列车，便会率先飞驰在
即将开通的铁路上，扮演着“探路
者”的角色，这种黄色涂装的列车
是一种综合检测铁路质量达标与
否的高速列车，也被称为铁路线
路的“体检列车”。

郑万铁路为双线高速铁路，正
线设计时速 350 公里。此次联调
联试起点为郑州东站，终点为邓州

东站，全长约300公里。即日起的
3个月内，铁路部门对高铁沿线的
各个系统进行全面调试。调试期
间，列车速度将由每小时 60公里
逐级提速，最终达到目标值。铁
路部门特意从 300 多名高铁司机
中，通过考试选拔，集结了 20 多
名精英，组成了郑万铁路联调联
试小组。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联调联试的目
的，是在新线工程静态验收合格
后，通过综合检测列车和检测确认
列车，以动态检测对各系统及相关
系统间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测
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
灾害监测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
证轨道、道岔、路基、桥梁、隧道等
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相关设备
设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为
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
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为开通运
营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郑万铁路位于豫、鄂、渝三省

（市）境内，是郑渝高铁乃至京昆客
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北、中
原地区联系西南地区的主要高速
客运通道。我省境内正线长度约
350.8公里，设郑州东（既有站）、郑
州南、长葛北、禹州、郏县、平顶山
西、拐河北（越行站）、方城、南阳
东、邓州东10个车站。

数字是单调的，但也是最有说
服力的：郑万铁路开通后，从郑州
到南阳仅需 1个多小时，到重庆仅
需 4个小时左右，平顶山、南阳等
地也将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全
线建成通车后，对河南、湖北、重庆
等地及沿线地区城市居民来说，通
过乘坐高铁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半
日即可抵达国内大部分省会城市。

我省境内徐兰、京广高铁已经
开通运营，郑太、郑济铁路建设正
在有序推进。伴随着郑万铁路的
开通倒计时，河南“米”字形快速铁
路网正在逐渐铺开，“写”成这个

“米”字，有利于河南建成以郑州为
中心的 2小时高铁经济圈，覆盖中
部地区近 4亿人口的货物集散和
消费市场，实实在在发挥“郑龙头”
的核心带动作用。

据了解，今年年底前，除了郑
万铁路河南段，郑州至合肥铁路河
南段、商合杭铁路河南段也将建成
通车。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13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工作已启动。凡已被
正式录取的河南籍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
制普通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学
生）、研究生和预科生，均可到户籍所在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申请办理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和家长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的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发
放，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 万元；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
财政全部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
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共同负担，贷款
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毕业3年后，由
学生和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按借款
合同约定，按年度偿还贷款本息。

据悉，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
中办理时间截至 9月 20日。学生和家
长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省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
高校的电话或网站了解相关信息。③4

本报讯（记者 卢松）8 月 13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 2019 年度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启动，
即日起，符合条件的孤儿都可以申请资
助，确认为受助对象的孤儿每人每学年
可获得1万元助学金。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是由民
政部组织，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具体实
施，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面向孤儿开
展的助学项目。该项目资助对象范围
是，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年满 18周岁
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
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
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本科
学生和硕士研究生。

据了解，对符合条件的受助对象，
将按月或按季度将助学金发放至受助
孤儿本人的银行卡，资助标准为每人每
学年 1万元，资助时限为孤儿入学就读
期间。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9 月 30 日前，第一批助学金将发放到
位。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级民政部门将
通过材料核实、家庭巡访、数据比对等
多种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检查、
评估，确保项目实施取得良好效果。

据了解，今年我省已两次提高孤儿
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目前，全省社会
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
每月 950元，集中养育孤儿为每人每月
1350元，全省近2万人直接受益。③4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申请

郑万铁路河南段启动联调联试，预计年内开通

南阳平顶山迎来“高铁时代”

孤儿每学年可获万元助学金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孙欣）记者8月 12日
从省司法厅召开的全省 2019年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视频会议上获
悉，今年，我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共有约3.4万人报
名，考生总人数较去年增加近2000人。

根据司法部统一安排，2019 年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
分两个批次，第一批次考试时间为 8月
31日，第二批次考试时间为 9月 1日，
应试人员由考务系统随机分配参加其
中一个批次考试。

据悉，我省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共设 17个考区、25个考
点、375 个考场。客观题考试采用闭
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9月 7日，司法
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通过客观题
考试的人员可报名参加10月 13日举行
的主观题考试。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考
生，对照《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大纲》要求，抓紧时间认真复习
备考，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公平公正
意识，诚信考试。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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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引导企业科学规
范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指导意见》（财会〔2011〕15
号）精神，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
行业的公平有序竞争，根据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关于印发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会协〔2018〕9号)的有关规定，河南省注

协对 2019年全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分类评价,
现将全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予
以发布。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引导企业科学规范选
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指导意见》（豫财会〔2011〕38
号）的要求，大中型企业应当选择与自身规模、行

业地位和社会影响相适应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相关服务；小型企业原则上选择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也可以选择符合其业务需
求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大中型企
业选择与自身规模、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明显不
相匹配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服务的，财政部门将按

照有关规定对该企业及承接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重点监管。

特此通告。
附件：2019年河南省 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

分类评价信息
2019年 8月 13日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发布
《2019年河南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的通告

2019年河南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
一、A类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为大

型企事业单位提供审计、咨询等综合
服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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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精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汇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立信兴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中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中财德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
河南天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恒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华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信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德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德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求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诚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B类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为中
大型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服务的中型
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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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正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同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博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富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周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金奕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阳相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省文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平顶山市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州新华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远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海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林州太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毅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赫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新乡巨中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州分所
河南谊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欧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立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州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丰合强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日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驻马店市正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汇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捷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诚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平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大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华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港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光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阳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潢川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四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众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安阳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衍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盛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邦威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大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万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君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泰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金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豫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科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世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申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世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中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州正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南阳中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金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必信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勤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
南阳市正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至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南阳财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漯河慧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大思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硕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惠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江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强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方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恒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勤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玉川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永宏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博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生茂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三门峡市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德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鹤壁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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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华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河南国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豫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四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永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九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凯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州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永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许昌博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省佳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百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南阳方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海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南阳中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中天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平顶山华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汇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天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三门峡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万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中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市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恒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华必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金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盛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融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山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万隆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宇翔德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洛阳泰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路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鼎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大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焦作分所
河南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劝业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瑞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立兴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天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勤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公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省昶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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