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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杨
珂）7 月 15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获悉，我省印发了《关于 2020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从 2020 年 1月 1
日起，为我省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
平为 2019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的5%。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2019 年年底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都可
以享受到本次“福利”，全省预计有 504
万名退休人员受益。7月底前，调整增
加的基本养老金将陆续发放到退休人
员手中。

根据《通知》，我省此次调整继续统
一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额调整体现社会
公平，全省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保持
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缴
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
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等群体
予以照顾。

据悉，这是国家自2005年以来连续
第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也是自 2016年以来连续第 5年同步安
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金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放缓，实施社会保
险费阶段性减免政策使养老金基金收支
压力进一步加大，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广大
退休人员的关怀。③5

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国家电影
局16日下发通知规定，低风险地区在电
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可于 7月 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

这份《国家电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
的通知》指出，一旦从低风险地区调整为
中高风险地区，开业的影院要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规定，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及时按要求暂停营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同日发布的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要
求，未戴口罩和体温 37.3摄氏度以上者
不得进入；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
触方式售票；实行交叉隔座售票，保证陌
生观众间距 1米以上；每场上座率不得
超过30%。

国家电影局：

低风险地区影院
下周恢复营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再提高5%
我省504万名退休人员受益

□本报记者 曹萍

7月 16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
开始，这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日子。三伏
天最适合“冬病夏治”，尤其是三伏贴等疗法很受欢迎。那
么，哪些人群适合“冬病夏治”，如何根据自身体质正确选
择？三伏天该如何养生？7月 16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专家。

当天早上 8点，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未
病科，已经有不少患者赶来贴“三伏贴”、进行督灸等。“前些
年以老人居多，近两年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青年患者越来
越多。”该科主治医师何晓明一边给病人治疗一边说。

所谓“冬病”并不是仅仅会在冬天发生的疾病，而是这
些病更容易在冬季诱发或者加重。“比如虚寒性哮喘、胃痛，
慢性支气管炎，寒湿型骨关节病等，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群往
往体寒、气虚、阳虚，表现为冬天怕冷、容易感冒、咳嗽等。”
何晓明说。

“冬病夏治”其实就是借助夏季自然界阳气充足、机体
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起到“以热驱寒”“温阳补虚”的作用，
减少疾病在冬季发作，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三伏贴
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冬病夏治”疗法。

“三伏贴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儿科疾
病、妇科疾病，常见的如哮喘、气管炎、肺炎、虚寒性胃痛、痛
经等，也包括免疫力低下等亚健康调理。”何晓明说。

三伏天暑气逼人、湿气重，人们出汗多，同时容易出现
心火旺盛。何晓明说：“此时养生应多喝养阳生津的酸梅
汤，多吃清热祛湿的食物，如荆芥、薄荷、冬瓜等，多补水，不
宜贪凉；注重养心养神，避免心烦、急躁等不良情绪的影
响。”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高考结束，考生和家长在等待成绩公布的这段时间里，也在积
极准备志愿填报。高校招生章程作为报考的重要参考资料，需要
仔细阅读。7月 16日，记者采访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
业处处长陶文信，一起来听听他的建议吧。

招生章程应该怎么看？陶文信建议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以下
几大类信息：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想当警察的考生注意了！7月 14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等 7所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我省投放本科招生计划1806人。

据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计划招生 160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75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96人，铁道警察学院125人，南京森林警
察学院 61人，新疆警察学院 2人，河南警察学院 1287人。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治安学、禁毒
学专业除外）执行第一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治安学和禁毒学专业、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新疆警
察学院、河南警察学院执行第二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志愿实行网上知分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7
月 26日 8时至28日 18时。填报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按照
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合格者方可
参加我省普通高招提前批次录取。报考新疆警察学院的考生，参
加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合格后，于8月 5日参加公务员录用
考试后方可进入录取程序。有意向的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
室 网（http://www.heao.gov.cn）和 河 南 省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http://www.heao.com.cn）查询相关招生政策要求。③9

了解章程 科学报考

7所公安院校在豫招生18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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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层次和类型 3000 多所全国高校有多种办学类

型：公办、民办、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等，考生和家长对于

有意向报考的学校，应该通过查看其招生章程了解清楚。

录取原则 提档比例、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进

档考生专业安排办法等，同一学校不同批次，其录取原则可能

不同，不同学校差异则更大。分专业原则有专业优先、分数优

先、专业级差三种，一个学校每批次只能选择一种，考生应根

据不同学校的分专业原则，填报不同的专业组合。

特殊要求 考生可以结合自己的高考体检结果，按《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选择专业，高校也可根据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提出一些特殊要求，每年都会

有一些考生因为忽视且不符合这些要求而被高校退档，提醒

考生特别注意。

中外合作办学及学历证书发放情况 很多高校与

国外的知名高校合作开设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合作办学项

目。报考前，建议考生了解清楚合作办学双方院校情况、培养

模式、学历证书发放情况等。

办学校区 不少高校有多个校区，有的校区甚至在不同

城市，不同校区的专业录取分数也可能差异很大。

学费标准 同一学校同一批次，不同专业可能收费标准不

同，且差异很大，考生应根据家庭经济情况，选择合适的专业。

单科成绩要求 高校的个别专业对考生单科成绩有要

求，如郑州航院的会计学（ACCA 方向）要求英语成绩必须在

110 分及以上，即使考生总分达到了该专业的录取线，但如果

单科成绩不够也不能被录取。

加分政策 对于政策性加分，有些高校投档时认可，而

专业分配时不认可；有些高校投档时认可，专业分配时也认

可。考生应根据不同情况，填报合适的专业。

奖学金、助学贷款、助学金发放情况 家庭经济困

难的考生，可以关注高校招生章程中有关国家助学贷款以及

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发放情况，确保可以顺利完成学业。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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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洛阳市王城公园动物园，3只出生不足三个月的华南虎幼崽亮相。
目前，小华南虎能吃能睡，活泼好动，生长情况良好。据了解，该动物园华南虎数量
增至48只，连续六年保持全国第一。⑨3 张光辉 张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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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7月 16日，我省2020年中招文化课考
试七大统考科目全部结束。今年我省中招
考试试卷体现了怎样的命题导向？记者邀
请相关学科名师为您点评。

整 体 来 看 ，今 年 中 考 试 题 稳
定，稳中求新，体现了课程改革的
理念与要求，减少单纯记忆、机械
训练性质的内容，突出对学科主干
知识和学科素养的考查，增强与学
生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注重考
查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
导发展素质教育。

中考既是学生求学生涯中的一次大
考，也是人生中的一堂成长课，各学科试题
普遍体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育人
功能和价值导向。比如，语文试题涉及了济
世情怀、红色精神、地方文化、“大丈夫”精神
等多个话题，增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道
德与法治试题采用模拟法庭的形式，让考生
以审判长的身份，审理民事案件，增强他们
的法治观念和参与意识。“中考是我们平时
教学的指挥棒，它及时指引着教学要以‘立
德树人’为基本，引导学生不仅关注自我，而
且关注传统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
发展。”朗悦慧外国语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崔新鸽说。

和往年相同，考题中河南元素频频
出现，厚植着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语
文试题设置“‘老家河南’文化旅游”主
题活动的情境，考查信息提取整合、
图文转换、语言表达等能力；历史试
题以“姓氏文化”作为切入点，突出河
南悠久的历史文化，选择与河南
有关的名医张仲景的中医理论，

考查中医对生活的影响。“通过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通
过巧妙挖掘反映本地区域特色和宝贵精神遗产的命题素材，培育学
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这次体现得非常鲜明。”郑州八中
九年级历史备课组组长李畅说。

试卷彰显着创新性与时代性，引导学生关注时代，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比如物理试卷以“国家黄河生态文明”为背
景考查测量石榴汁的密度的相关测定性操作；道德与法
治试卷以淅川移民的后供水时代为背景，考查移民精神、
责任与奉献。北斗导航卫星、玉兔月球车、天宫二号
空间站、天眼 FAST、5G 信号、超导材料等，在试
题中均有体现，既向学生展示了祖国发展的巨大
成就，又能激发出学生的爱国之情。“这些试
题强调灵活运用基本知识去分析和解决
问题，凸显出试题的教育功能，引导学生
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关
心时事新闻。”郑州外国
语中学物理教研组组长
张宏旭说。

在题型方面，英语
试卷变化较大，此次
调整在去年已通过
多种渠道发布，考生
已做好相应准备。

另 悉 ，17 日 上
午，许昌市、濮阳市、
济源示范区将举行
生物、地理学科文化
课考试。③4

我省名师点评中考试卷

一份考试题 一堂成长课

考生面带笑容走出考场。⑨6
李俊生 摄

家人为考生送上鲜花和祝
福。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家长在考场外等待。⑨3 本
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我的祖
国》《太 阳 出 来 喜 洋 洋》《胡 桃 夹
子》……7月 16 日晚，河南交响乐团音
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唱响，河
南歌舞演艺集团旗下的音乐家们用美
妙的音符拉开了“魅力中原 老家河
南”系列演出序幕。

此次系列演出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从即
日起至 9 月 30 日，将为观众奉上 22 台
剧目、26 场演出。为惠及更多的普通
百姓，吸引喜爱艺术的观众走进剧院，
每场演出票价最低 30 元，最高不超过
100元。

16 日晚的音乐会上，艺术家们共
同为观众献上 12 首中外经典乐曲，既
有充满异国风情的《轻骑兵序曲》《斯
拉夫舞曲》等，也有观众耳熟能详的中
国名曲《茉莉花》等。最后，一曲激情
澎湃的《人民万岁》为音乐会画上句
号。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策划举办此次演出是为了让更多中原儿
女感受“老家河南”的多彩人文，加速演
出市场复工复产。

此次演出涵盖豫剧、越调、京剧、
话剧、儿童剧、脱口秀、武术以及交响
乐、民族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既
有豫剧《战洪洲》、京剧《沙家浜》《杜鹃
山》等经典剧目，也有话剧《红旗渠》、
越调《吉鸿昌》等近年佳作，还有豫剧
《义薄云天》、越调《老兵国辉》等新创
作品，以及多场精心打造的专题音乐
会。③4

“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
列演出拉开序幕

好剧连台 邀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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