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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1 月 12
日，省招办发布通知，2020年河南高
考报名将于 11月 18日启动，所有参
加 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以
及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均须按时按
规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报名。

按照规定，有5类人员不得报名，
分别是：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
校在校生；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
毕业的在校生（经核准的少年班考生
除外）；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
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
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
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
试，以下简称“高校招生考试”）的应届
毕业生；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
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
停考期内的人员；因触犯刑法已被有
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实行网上

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办法。符合
报名条件的考生须按规定的时间登录
省招办网站（www.heao.gov.cn），进
入“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
台”进行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艺
术、体育类 11月 18日 9:00开始，11
月 23日 18:00截止；非艺术、非体育
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11 月 18 日
9:00开始，其他考生11月 25日 9:00
开始，均于12月2日18:00截止。

网上完成报名信息采集后，符合
照顾条件的考生（少数民族考生从身
份证芯片中直接读取信息，不需申
报）、申报农村专项计划中的国家专
项和地方专项报考资格的考生（高校
专项另网申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考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
残疾人考生，还须登录“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入“资格
条件申报”页面进行申报。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 月 11
日下午，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公开约谈
了辉县市、卫辉市、汤阴县、尉氏县政
府主要负责人。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和省污
染防治攻坚办严格落实《河南省环境
空气质量月排名暨奖惩办法（修订）》
规定，多次采取公开约谈形式，对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排名靠后的市
县进行了督办。在当日的约谈中，省
污染防治攻坚办通报了上述 4市县
存在的空气质量恶化、月排名持续靠
后、污染问题突出、措施不力等问题。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上述4市
县，要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契机，以空气质量“只能更好、
不能变坏”为底线，严格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夯实
责任，克难攻坚，狠抓落实，健全机制，
促进环境空气质量加快好转。

约谈会上，4市县负责人分别作
了表态发言，并签署约谈纪要。根据
要求，此次约谈后的整改落实情况将
于12月 10日前上报。③9

□本报记者 赵力文

11 月 7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
子湖校区，60多家企业组团招聘环保
类人才，吸引了众多年轻学子。

11月 8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近
200家企业前来参加2019中原经济区
(郑州)环保产业暨水环境治理博览会
（以下简称“中原经济区环保产业博览
会”）。一个个琳琅满目的展区，引来
了寻求对接的各界人士。

见微知著，观察近期这两个活动，
可以一窥当下河南环保治理市场上人
才、产品的供需状况。

人才供不应求，要求更精更专

“随着国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环
保人才需求明显比以前要旺盛得多。”
在招聘会现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
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院长宋刚福介绍，
现在环保类人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因此，他们学院今年环境工程专业招

生计划从原来的 63名增加至 110名，
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生招生计划也从
原来的18名增加至29名。

“随着污染防治深入开展，市场对
于环保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精、专，学
得太泛不行。”宋刚福说，目前，不同领域
的环保治理技术发展程度不同，水处理
技术相对成熟，但大气、固废、土壤等污
染治理技术还在发展中。环保治理市场
急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河南川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世华说，公司主要从事土壤污染
治理，需要研发人才进行大量试验，理
论和实践应用能力要很强。

当天的招聘会上，除了环保行业
企业，郑煤机、伊利乳业、双汇、牧原等
企业也前来招聘环保类人才。

市场持续扩容，各路企
业纷纷进入

11月 8日至 10日的 2019中原经
济区环保产业博览会上，前来参展的环

保治理企业，既有耕耘多年的老企业，
也有近年来市场扩容后的新进入者。

中牛集团是商丘的一家皮革企
业，最初为了治理生产污水成立的环
保部门，在不断积累治理技术后，迅速
成长为独立的环保治理企业迪诺环
保。该企业这次带来了板式臭氧发生
器、磁悬浮鼓风机等产品。

老的治理企业，也在不断开拓新市
场。近年来，水处理市场崛起的龙头企
业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原本
拥有的制药、化工废水处理技术优势基
础上，布局村镇污水治理市场，成为该
领域的佼佼者。此次，该企业带来了高
效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等产品。

一站式托管服务、智慧
环保逐步受欢迎

此次博览会上，大气治理、污水处
理、固废处理、村镇环境治理等展区，
多个环保技术和产品竞相亮相。为中
小型企业提供一站式环保托管服务的

环保管家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委托环保技

术中介机构，帮助打理环境管理体系
建设、污染防治、环境风险管控、日常
监测与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业务，是
个比较好的方式。”河南咏蓝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的韩慧丽说。

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等技术，也开始被应用到环保信
息化建设中，为解决“重建轻管”“数据
造假”等问题开辟新路。

致力于智慧环保的河南雪城软件
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使用区块链技术，
来实现数据存储去中心化，数据透明
可追溯。此次，这家企业带来了“区块
链+环保”的方案，引得不少人驻足咨
询。该公司总经理杜旭杰说，环境保
护是社会共治的工作，智慧环保就是
要打破多部门数据壁垒，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快速收
集、全面整合、深度挖掘、智能分析，为
环境管理提供支撑，有效改善生态环
境。③8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围墙拆，球场建，沟通健身都方
便。”“政府门前往里看，干部身影瞧得
见。是作秀，是实干，群众就是好裁判。”
这是沈丘县白集镇群众编的顺口溜。

“这些顺口溜都是拆围墙‘拆’出
来的。”11 月 12 日，在白集镇政府大
院，望着来来往往办事的群众，镇党委

书记于海涛微笑着对记者说。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白

集镇还“地”于民，相继拆除了镇政府大
院围墙和各行政村村委大院围墙。为
方便群众健身，镇政府大院还专门建起
了足球场，向公众开放。双休日、节假
日期间，镇政府大院每天24小时开放，
为回乡探亲的人提供停车服务。

“拆围墙是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也
让群众全方位了解干部的真实工作状
态。”于海涛说，镇党群服务中心所有
惠农办事项目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
龙服务，打造成一个集“为民服务、休
闲健身、文化活动、政务办公”四大综

合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服务中心。
全镇38个村的社会事业公共设施

统筹建设，把村室、民政、文化、卫生等
项目资金进行整合，实行敞开式办公、
全天候服务，一律不设围墙，做到“拆
堵”不“添堵”，打造干部群众面对面交
流、休闲娱乐的“温馨庭院”。

张单庄村村委大院围墙拆除后，村
民们办事更方便了，还经常来院里健
身，交流黑皮冬瓜、蜜薯种植经验。村
里的各项事务顺利推进，张单庄村成为

“六村共建”示范村、改厕示范村。
该镇还在拆除干群“隔心墙”上做

文章。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干部信访包案、农技
小分队进村入户等活动，解决群众反
映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争创优秀
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雷锋志愿服
务岗”等活动，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
作用。田营村党支部书记王国辉引导
村民发展棚菜种植，48个贫困户脱贫
摘帽，王国辉被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称号。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围墙
“拆”出了好风景。说起现在的变化，
张单庄村村民王海滨竖起大拇指：“路
灯亮、公园建，新厕所、便民店，件件实
事瞧得见，老少爷们都点赞。”③5

□本报记者 李林

这个采暖季热源能否充足保障？
热力管网的爆管事件能否减少？城市不
断“长大”，供暖如何与之“匹配”？11月
12日，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就
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问：去年郑州集中供暖热源供应一

度出现紧张，今年情况如何？

答：今冬供暖压力较大。一是新
热源裕中二期百万机组“引热入郑”项
目建设未能按计划推进，新用户的用
热需求无法满足；二是豫能电厂作为
替代原新力电厂今年首次运行，供热
能力如何存在不确定性；三是国电荥
阳电厂一台机组突发故障，供热能力
大幅下降；四是天然气需求增加，严寒
季节天然气供应存在变数。

问：郑州供热面积10年增加了7倍，

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如何保障热源供应？

答：郑州已提早制定供暖规划，目
前已经启动“西热东送”计划，准备将登
封华润电力的热源引入郑州。按照计
划，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引进2100万
兆瓦供热能力，可满足 4700万平方米

的供热需求。另外，郑州市供热主体还
将进行整合，实现供热一张网。

问：今年新增用户为何暂不能办理

并网手续？

答：今年郑州集中供热预计收费面
积新增1140万平方米，绝大部分没有并
网验收，暂时还无法享受到集中供热服
务。按照《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
办法》规定，每年4月 1日至6月 30日，
新增热用户需要与热力公司签署书面合
同，办理相关手续，而实际上，在此期间
进行并网验收的不到100万平方米。如
今，还有很多用户申请用热，但由于目前
几大主力热源存在不确定性，热力公司
暂时不能办理并网手续。

问：供热管网爆管频发会给居民用

暖带来一定影响，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减

少爆管事件的发生？

答：为适应供热发展需求，以“保
民生、重环保”为原则，重点改造了一
批老旧管网，完善建成区热网布局。
截至目前，新建管网 60.54 公里，完成
老旧管网改造49.97公里，使全市供热
管网总长度延伸至 2600公里，热网建
设规模再破新纪录。同时，每月组织

一次冷态提压运行，热源循环泵按照
要求参数启动，7次冷运共发现管网隐
患 92处并及时进行了处置，分解了供
热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问题，有利于
提前发现、及时维修、减少爆管。

问：如遇持续低温极寒天气，将如

何保障居民用暖？

答：11月 8日，全市各热源开始升
温暖管。目前，市区大部分区域用户家

中的暖气片，已经开始逐渐热起来。11
月15日正式供热开启后，终端用户室温
将达标。近几年来，郑州市都会提前一
周开启供热模式，方便提前发现问题。
今冬供热形势十分严峻，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制订了应急预案。据悉，供热期间，
如果出现持续低温极寒天气，将采取“压
办公、保民用”措施，尽可能满足居民用
热需求。③9

舆情暖焦点

融媒工作室 出品

公交司机的热心和匠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一名公交车司机的“漫画世界”
新闻事件：河南周口年过半百的公交车司机贾新安酷爱漫画和集邮，曾在报

纸杂志上发表过400幅左右漫画作品。他还把邮票和漫画结合，创作了邮票漫
画。贾师傅说，虽然开车很忙，但会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创作，出版自己的漫画集。

11 月 10日 15时 4分，腾讯新闻首发相关报道，新华
网、央广网、郑州晚报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11月 11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79万次。

传播数据：

79万

志愿者举牌为守法行人点赞
新闻事件：11月 6日，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快速公交公司的车长们组

成志愿者队伍，手拿“点赞”牌，在郑州市农业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引导行人遵守
交通秩序，为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人点赞。市民表示，这样的活动让行人印象深
刻，以后一定要安全文明出行。

11 月 8日 16时 13分，时间视频首发相关报道，人民
网、厦门晚报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11月 11
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116万次。③9

传播数据：

116万

高考报名11月18日启动

因空气质量恶化

4市县被公开约谈

环保治理市场持续升温

哪些技术高，哪些人才俏？

围墙“拆”出好风景

如何减少爆管事件？极寒天气如何保障居民用暖？

郑州供暖，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本报讯（记者 李林）11月12日，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发布消息，今年郑
州集中供暖将于 11月 15日正式开
始，今冬集中供热预计收费面积
9600万平方米，比上一采暖季新增
1140万平方米。

据介绍，参与今冬郑州集中供热
运行的共有11座热源，由4座热电联
产热源和7座燃气锅炉房热源组成，可
满足实际供热面积8500万平方米。

“随着严寒期的到来，2019 年
新建热源将陆续加入供热运行序
列。”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其中北郊热源厂二期将于 12
月建成，航空港区二期计划 12月建
成投运，国电荥阳电厂机组深度改
造预计 12月底完成，力争裕中百万
机组“引热入郑”配套集中供热管网
早日贯通，届时有望将 2600万平方
米新增供热能力引入市区。③9

郑州预计新增供热需求1140万平方米
新闻1+1

11月 11日，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举行“特色足球操 快乐大课间”活动，学生在活动中展示足球操的韵律美。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该校将足球
运动中的传球、运球、头球、掷球等技术动作与课间操融为一体，让学生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⑨3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
宇）11月 12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获悉，截至 11月 11日
24:00，该区跨境电商“双11”促销活动
合计申报单量529.84万单、货值7.26
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日增长 281.04%
和 296.72%，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在促销活动总单量中，
该区跨境进口申报单量达到 501.89
万单，货值 7.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2.79%和 291.80%，占中国（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业务总量的
88.3%，约占全国35个跨境电子商务
进口口岸总单量的13%，在35个跨境
电子商务进口口岸中排名第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航空港实验
区跨境电商“双 11”促销活动业务量
大幅增长，是前一时期跨境电商业务
良好发展态势的持续，表明该区具有
的强大物流、政策等优势正不断显
现，已经成为国内具有相当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发展基地。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作为全球最大的羊剪绒加工销
售集散地，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被人
们誉为“中国毛皮之都”和“中原淘宝
第一村”。仅今年“双 11”当天，该村
的发货量就达13万件。

“从 2014年到现在，每年一进入
10月份，俺村的羊毛制品销售就开始
启动。”11月12日，该村U秀生活馆老
板丁波说。在138平方米的U秀生活
馆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雪地靴和羊
毛制品，新潮时尚的皮草挂在墙上，六
七名服务员正热情地向代购商介绍着
各类商品。从该生活馆往后走，是包
装车间和商品仓库，工人们有的在搬

运货物，有的在分拣商品，有的在粘贴
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桑坡村共有 700 多家类似 U 秀
生活馆的店铺。“最近十几天，俺村每
天的毛皮制品发货量都在 10万件以
上。”丁波说。

桑坡村毛皮制品的热销，也给当
地物流和快递行业带来了丰厚利
润。一名快递小哥透露，最近他每天
能收入1500元左右。

业内人士分析，桑坡村明年很可
能会再诞生三五百家店铺，市场有望
被进一步放大。“放眼未来，我们最需
要做的，就是打造自己的品牌，把毛
皮制品产业链不断做大做强，吸引更
多的客商与我们合作。”谈及下步发
展方向，丁波如是说。③8

郑州航空港跨境电商进口单量
进入全国口岸前三

桑坡村“燃爆”“双11”

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