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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29 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2019年成人高招9月
4日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 11日，信
息现场确认时间为 9月 7日至 11日，考试将
于10月 26日、27日举行。

政策规定，三类考生可免试入学，分别
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奥运
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
8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 6名获得者，亚
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
前 6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 3名获得者，
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会
项目前 3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
者；已取得高职（专科）毕业证的退役军人和

“下基层”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报考专升本的
考生、资格生、二学历考生。资格生即 2018
年在我省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且成绩达到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而未被录取的考生；二学
历考生即已取得国民教育系列毕业证书者。

以下四类考生可获得不同幅度的加分，
是否录取由招生学校确定。运动健将和武术
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可在考试成
绩基础上增加50分投档（一级运动员称号获
得者增加 30分投档）。省、省辖市两级农村
中、小学骨干教师，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
可在考生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30分投档，其
照顾资格由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查。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可在考试成
绩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获得省辖市级以上
（含市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及各省（区、
市）厅局系统、国家特大型企业授予的劳动
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科技进步（成果）
奖获得者；获得省级工、青、妇等组织授予的

“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
手”称号者；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荣立
个人三等功以上者；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
女、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烈士配偶；苏区
县、山区县（市）、贫困县考生，国防科技工业
三线企业单位（地处省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所
在地的除外）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少数
民族考生；年满25周岁以上人员；获得县以上
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优秀（模范）教师。

退役军人，可以在考生考试成绩基础上
增加10分投档。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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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考生可免试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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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保险观A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 30日起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将正式发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29日表示，为做好
新版人民币现金机具（如点钞机、ATM 等）
识别升级工作，人民银行已为机具企业开展
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平台，并积极引导机具
企业和广大商户尽快升级。目前银行机具
已全部升级完毕，但全面实现识别新版人民
币还需一定时间。

人民银行介绍，非银行的社会商用机具因
不具有行政强制性，升级进度取决于商户与机
具企业之间的合同约定。人民银行将继续引导
更多机具实现升级，推动新版人民币流通。

人民银行表示，已积极安排一定数量的
2019年版人民币投放，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已
安排好各网点2019年版人民币的供应。

“但2019年版人民币对旧版人民币的替
代有一定过程，新旧版人民币并行存在一定
时期的过渡期。”该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如
果某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当天的 2019年
版人民币已投放完毕，公众在该网点未兑换
到2019年版人民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将
及时登记好客户的预约需求。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郑州车主请注意
了，今后通过微信可以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8月 29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在“郑州交警公
众服务”微信公众号上增加交通违法处理功
能，拓宽了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的渠道，方便
群众及时处理交通违法。

警方介绍，车主关注“郑州交警公众服
务”微信公众号，按照步骤进行实名认证，并
绑定车辆信息和驾驶证信息，便可在微信上
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处理机动车违法，需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机动车牌照是豫A牌照；车
辆类型是个人名下、非营运小型汽车（蓝牌）；
处理人是车主本人；违法类型是违法记分在3
分及3分以下的非现场处罚，也就是“电子眼”
抓拍的交通违法；违法地是全国各地，没有具
体限制违法地点。处理驾驶证违法，需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发证地点是郑州市；违法地是
郑州市范围，包括所辖各县（市、区）。

警方提醒，缴费后需等待系统刷新，大
约 2至 24小时内处理完毕。微信缴纳交通
违法罚款暂不支持查看违法照片，目前正在
进行技术调试升级，待运行成熟后，将增加
违法照片查看功能。③5

郑州车主通过微信
可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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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针对孩子的保险产品种类非常
多，家长在选购前，首先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保险
观，避免进入两个误区。”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产
品专员张宁介绍。

张宁说，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先为孩子购买
了保险，自己却没有任何保障或只有国家医疗保
险，这几乎是在风险中“裸奔”。“对一个家庭来
讲，父母才是孩子最重要的保障，如果大人在意
外和重大疾病中因经济困难而遭遇风险，又拿什
么来保护孩子呢？”张宁建议，一个家庭要想建立

全面、合理的保险保障体系，正确的做法应是“先
大人，后小孩”，这样一来即便家长不幸出险，至
少孩子还能拿到一笔理赔金，可以维持正常的生
活，接受良好的教育。

盲目购买投资理财保险产品也是误区之
一。依据一个家庭的财力状况，如果保费并不十
分充裕，在为孩子选购保险产品时，理财和储蓄
性质的保险不应作为首选。

张宁说，不少家庭希望通过理财保险能让
孩子未来少一些经济压力，但不应忘记保险的

首要任务是“先保障，后理财”。“由于理财类保
险几乎没有风险保障，一旦孩子罹患重疾，这些
保险不会像重疾险那样赔付几十万。所以家长
应首先为孩子购买预防疾病和意外方面的产
品，在资金充裕的条件下，再考虑理财类、投资
型保险。”

张宁认为，在拥有基本社保的前提下，给孩
子购买商业保险的顺序应为：意外险、医疗险（高
端医疗+普通医疗）、重疾险、教育金（投资理财
类保险）。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王艳霞

近日，郑州市各中小学都迎来了学生
返校，同学们开始了新一年的学习生活。

“开学第一课”有哪些惊喜，新生和家长如
何面对新的人生阶段？8月 28日，记者走
进“开学季”的校园，探访开学的“二三事”。

多彩活动迎开学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省会郑州的中小
学举行了形式各异、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
同学们到来。

在金水区纬四路小学，“开学第一课”的
主题是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高脚竞速、珍珠球等这些不常见的比赛
项目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给孩子们讲
讲这些，让他们既学到了知识，也培养了他们
关注社会的兴趣。”纬四路小学王老师说。

中原区伊河路小学的同学们则变身“环
保小达人”，积极参与有关垃圾分类的互动
游戏。老师在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如何
正确区分各类垃圾时，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回去可以教给爸爸妈妈，让他们扔垃圾时

不会搞错。”该校五年级的一位同学说。

家校联合开启孩子人生新阶段

近日，小学校园还将迎来一批新面孔，
刚刚结束幼儿园生活的“小豆丁”，将背上书
包正式成为小学生，开启新的人生阶段。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转变，考验的不仅
是孩子，家长也需要在生活作息、心态等方
面积极和孩子一起做好调整。”在金水区黄
河路第二小学副校长白秀彩看来，进入小
学后，生活节奏、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师生
关系等方面都会发生很多变化，作为家长
首先要认识到这些差异，帮助孩子了解学
校的要求、规则等，才能让孩子尽快适应。

孩子一进入小学，很多家长就开始盯
着孩子的学习成绩，甚至产生焦虑。“一开
始就给孩子灌输努力学习的思想，会让孩
子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事，甚至对学习产生
恐惧、丧失兴趣。应该传达给孩子这样的
理念，学习是快乐的，要在其中找到乐趣。”
白秀彩说。

“孩子的教育需要学校、家庭联手，家
长不能做‘甩手掌柜’，应该通过家长委员
会等形式积极同学校沟通，了解孩子的各
方面情况，和学校一起让孩子享受快乐的
教育。”白秀彩说。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8月 27日，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代表市政府，与工
商银行鹤壁分行等 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不动产
登记+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广大鹤壁市民
可享受不动产抵押“一站式”服务，大大节省企业和群
众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的时间。

今年以来，鹤壁市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以
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为目标，
全面精简优化各类业务流程，针对在业务总量中占比
50%以上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创新推出了“不见面”办
理模式：不动产登记机构在金融机构网点布设不动产
登记信息相关系统，与金融机构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
的实时共享互通，企业和群众在金融机构网点可“一站
式”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及抵押登记手续，办事流程大
大简化，办理时间大幅压缩，还显著降低了金融机构的
信贷风险。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鹤壁市不动产登记已按
省政府要求，全面实现一般登记业务7个工作日办结、
抵押登记 3 个工作日办结，提前达到国务院设定的

“2019年年底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
办理时间分别压缩至10个、5个工作日以内”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不动产登记机构与银行业金
融机构继续拓展贷款与抵押登记业务协同范围，逐步
实现抵押登记中变更登记、注销登记、首次登记的无缝
衔接、精准对接，提高贷款审批与放款效率，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表示。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也更加精益求
精。8月 28日，记者从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
会获悉，大会“人证核验终端”唯一合作伙伴已经确
定。这意味着，本次运动会参赛代表团成员都将用上
人脸识别技术，秒刷人脸就餐。此项技术也将广泛用
于安保等其他服务。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接待部财务审计
组组长滕红表示，为了确保运动员在郑州的吃、住、行
等安全，经过几个月的层层筛选，执委会最终选择了河
南本土企业郑州中软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人
证核验终端”唯一指定供应商。

据了解，中软高科此次将为大会免费提供130多台
人脸识别设备，价值 60多万元，分布在郑州市指定的
50家酒店。与此前诸多会议需要携带卡片等传统载体
签到就餐相比，基于人脸的生物识别技术，签到过程仅
需毫秒，精准快捷，节省时间；还能实时通过云平台可视
化界面看到所有设备的使用状况和就餐人员的就餐状
况，可有效杜绝冒名代会等情况的发生，严肃会风会纪。

中软高科总裁李永杰表示，中软高科作为全国唯一
同时具有“人脸识别核心算法”和“身份云解码技术”的创
新型技术公司，将积极提供大会服务，全力保证完成“人
证核验”工作，与全国各族群众一起为盛会添彩。③4

新版人民币识别机具逐步升级中

银行已完成升级

“先大人后小孩”“先保障后理财”

为孩子买保险要避误区抓关键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加上交通车辆的激增，
摔伤、烫伤、碰伤，甚至溺水、触电等意外情况时
有发生，因此儿童意外伤害险应是每个家庭为孩
子首要考虑的险种。

人保财险河南分公司意外健康险
部主管陈凯介绍，儿童意外险是一年内
短期险，特点是保费相对便宜，一般 0
至 5岁儿童每年约需 300元，6岁以上
儿童每年约需 200 元不等，但保障较
高，是最基础的保障型保险。

“目前，学平险是儿童意外险中比较受欢迎
的一种产品。”陈凯介绍，学平险是学生平安保险
的简称，是保险公司专门针对在校学生开发的一
个保险险种，包括学生意外身故、伤残、意外医疗
费用补偿及疾病类医疗费用补偿等责任，是近年
来青少年儿童投保范围最广、最普遍的一种保
险。

此外，儿童健康医疗险也是一种十分基础且
必要的险种，主要包括两种：住院医疗险和重大
疾病险。

中国人寿郑州市分公司客户经理王桂萍
介绍，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只为提供基本保
障，若想给予孩子更全面、高额度的医疗保障，

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购买一份商业医疗险很有
必要。“目前市面上儿童医疗险的普遍特征是，孩
子年龄越小，保费就越便宜，且保障高，保障期间
长，如果资金允许，越早为孩子购买医疗保险就
越划算。”

重疾险是为避免孩子不幸罹患重大疾病而
无钱救治的一种必要性保险保障。王桂萍说，
根据目前的医疗条件和资费标准，建议为孩子
购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额至少应为 50
万元。此外，目前市面上的重疾险从刚出生的
儿童到 18 岁的青年都有涵盖，但本着“越早投
保，保费越便宜，保障时间越长”的原则，建议尽
早购买。③4

意外险和医疗险必不可少B

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启用“人脸识别”技术

鹤壁：

不动产抵押登记
实现“零见面”

郑州中小学迎来学生返校

多彩开学季 点亮新学期

8月 26日，纬五路第二小学开学仪式
上，同学们纷纷写下新学年的约定挂在约
定墙上，期许新的学年有更多美好的收
获。②23 张亚龙 摄

8月 28日，卫辉市一中实验学校操场上，正在进行叠被子比赛。当日是2019
级新生军训会操的日子，同学们经过两周的军训，磨炼了意志，展现了英姿，培养了
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精神。⑨6 高志勇 摄

军训磨意志军训磨意志 青春展英姿青春展英姿

开学新观察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孙静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

费品质的提升，以家庭为单位在健

康、意外风险防控领域的支出越来

越高。如何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为

孩子选购价格合理、保障全面的商

业保险，成为许多家长的“共同之

问”。8月28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

家商业保险公司的相关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