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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29日，
省公安厅发布 5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防骗指南，提醒广大群众，要切实
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避免遭受财
产损失和不法侵害。

贷款类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以无
抵押、无担保、低利息为噱头，引诱被害
人登录或下载虚假贷款网站或 APP，
然后要求受害人填写相关个人信息，
最后再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为由，骗
取被害人转账汇款。防骗提醒：凡是
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不要相信。

兼职刷单类诈骗。诈骗分子在网
上发布兼职信息，声称招募网络兼职
刷单，以高额佣金为诱饵吸引当事人
上钩，要求事主执行刷单。第一次小
额的返利佣金往往会兑现，待当事人
刷单金额较大时，就会以系统卡单、错
误等理由不予退还本金，以达到诈骗
的目的。防骗提醒：凡是网上兼职刷
单刷信誉的，不要相信。

冒充客服退款诈骗。诈骗分子联系
被害人，谎称是某购物网站、网络店铺或
快递物流的客服，在详细报出受害人的
个人订单信息后，以能给被害人退款、
理赔、退税等为由，要求被害人点击钓
鱼链接、微信公众号或扫描二维码等，
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防骗提醒：凡是
退款退税需要先打钱的，不要相信。

虚假购物诈骗。诈骗分子通过网
络、短信等方式发布广告，以低价推销
商品、服务，再以手续费、订金、预付款
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先付款，待收到钱
后，将被害人联系方式拉黑或者失
联。防骗提醒：凡是网络购物以手续
费、订金、预付款等理由要求先付款
的，不要相信。

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
充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称被害人涉
嫌洗钱或涉嫌其他犯罪，要求被害人
转账销案，后提供所谓“安全账户”，要
求被害人汇款，从而实施诈骗。防骗
提醒：凡是自称公检法电话要求转账
的，不要相信。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屈悟凡）
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要来了！7 月 27
日，由省商务厅、商务部外贸发展局、郑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郑州食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食博会”)新闻发布会在
郑州召开。据介绍，本届食博会将于 8
月 3 日—5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展厅面积 2.6万平方米，约合国际标
准展位 1200 个。会场将设置综合食
品、各省(区、市)特色食品、餐饮食材、河
南特色食品、食品加工包装机械、乡村
农副特产与电商扶贫六大展区，旨在通
过搭建平台，加强产销对接，恢复和扩
大消费需求，以期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
长点。

据了解，本届食博会将搭建线上展
会平台，并与快手、抖音强强联合，开启
线上云展会+线下实景展的“双展”新模
式，开展“云展示”“云对接”“云洽谈”“云
签约”等，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发挥流量
溢出效应，扩大社会影响力。

活动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展企业携带优质商品与消费
者直接对接，消费者能以更实惠的价格
购买更优质的商品。

展会将邀请全国的批发市场、经销
商、商超和电商平台等对口采购商与参
展企业举办面对面洽谈对接活动，为参
展商、专业观众及采购商提供现场洽谈
服务，增加企业订单，保证展会的实效
性。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李森

高考志愿填报，“高不成低不
就”的压线考生最纠结。7月 28日，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
副处长孟凡周给这类考生提出了报
考建议。

对于一本批次压线考生，孟凡周
建议他们搜集分析近3年来录取分数
线处于一本批次附近的招生学校并重
点考虑，关注刚刚进入一本招生的院
校或者较大幅度增加了一本招生计划
的学校，考虑位于二、三线城市的学
校，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考虑较高收费

专业，如中外合作办学的院校及专
业。一本压线考生如果想选择喜欢的
专业，建议在一本批次院校中选择喜
欢的专业且不服从专业调剂，能冲上
一本最好，不能上一本，就在二本批次
中选择中意的专业和学校。

对于二本批次压线考生，孟凡周
说，由于我省二本和三本已经合并，
目前的二本批次压线实际上等效于
原来的三本压线，所以一般情况下二
本压线考生被二本公办学校录取的
可能性不大。对于考虑本科文凭或
者有读研打算且对民办院校较高收
费能够接受的考生，可重点考虑民办

本科；想要确保喜欢的专业且经济条
件不太允许读较高收费院校的考生，
可以考虑在高职高专批次选择中意
的公办院校和专业。

对于压隐含二本批次线的考生，
孟凡周表示，考生可对近 3年我省公
办本科院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进行
搜索，公办本科院校中普通类专业最
低录取分数大致相当于以往的老二
本线。想要冲击公办本科的考生可
以重点考虑较高收费专业或新升本
的院校，并避开所谓的热门专业。如
果能够接受民办本科，这类考生的分
数还是比较有优势的。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李 森）7 月 30 日 8:00—8 月 2 日
18:00，河南高考生进行第二次网上
志愿填报。此次志愿填报是今年高
招志愿填报工作中的“重头戏”，招生
部门提醒考生注意投档规则、掌握填
报技巧，提高被心仪高校录取的概
率，增加专业志愿满意度。

第二次网上志愿填报期间，考生
可填报艺术本科批A段、B段志愿，特
殊类型招生志愿，以及本科一批、地方
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志愿。不
同类型、批次的志愿设置不一样。

特殊类型招生包括高校专项计
划、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可填报 1个高校志愿，每个高校
可填报 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
专业。已取得相应资格的考生，可在
以上3类中选报1类，不得兼报。

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
本科二批均实行平行志愿。其中，本
科一批和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可填报
1—6个高校志愿，本科二批可填报1—
9个高校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艺术类招生中，美术、书法类专
业在艺术本科 A 段、B段、专科批实
行平行志愿，每批设 9个志愿，每个
志愿可填报 1个高校，每个高校可填
报 1个专业；其他批次、其他类别仍

为顺序志愿，设 2个志愿，每个志愿
可填报 1个高校，每个高校可填报 1
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提醒考生，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
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因此考生
在填报平行志愿时要遵循两个原则：
目标院校要保持一定梯度，将最想上
的学校排在前面。

此外，在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下，
考生最好“同意调剂”专业，以降低

“滑档”风险；同时，要注意拉开专业
梯度，降低“被调剂”的概率。

平行志愿投档一次完成，不补
档，未录满的招生计划公开征集志
愿。③9

本报讯（记者 曹
萍）7 月 29 日，记者获
悉，我省发布《河南省
医疗纠纷预防与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办法》明确提出
殴打或故意伤害、公然
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涉
嫌违法等内容，对医疗
纠纷预防、处理等提出
新要求。

根据《办法》，公然
侮辱、恐吓医务工作人
员,以不准离开工作场
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医
务工作人员人身自由
等行为，均涉嫌违法。
在医疗机构内殴打医
务人员或者故意伤害
医务人员身体、故意损
毁公私财物；在医疗机
构 私 设 灵 堂、摆 放 花
圈、焚烧纸钱、悬挂横
幅、堵塞大门或以其他
方式扰乱医疗秩序等
行为，也涉嫌违法。

《办法》对医务人员
行为也提出了明确要
求，比如，医务人员在诊
疗活动中，不得超出执
业范围实施医疗行为，
违反诊疗规范、常规实
施不必要的检查，违法
违规使用诊疗技术、药
物或者医疗器械，隐瞒、
误导或者夸大病情；不
得篡改、伪造、隐匿、损
毁病历资料；不得收受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财物等。
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提出

可通过双方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
申请行政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等 5种方式
进行处理。

近年来，医患矛盾较为突出，《办
法》的实施有助于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
纠纷，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
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

据悉，《办法》将于今年 9月 1日正
式实施。③9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实习生 陈
雪宁）7月 23日，记者从郑州市金水区
人民法院获悉，一起以流拍价购买的
司法拍卖采矿权在该院确认成交。据
了解，这种执行方式在郑州属于首例。

2016年，马某因借贷纠纷将王某
强、王某娟、河南省某矿业有限公司诉
至法院，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
调解协议。调解之后，被告并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马某向法
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随后，法院依法
查封了王某强、王某娟名下的房产，该
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权。该矿权
评估价值为280万余元，经过了一拍、
二拍、变卖程序，均流拍，最终，变卖流
拍价为203万余元。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采矿权不能办
理至个人名下，因此，申请执行人马某
无法申请以采矿权抵债。案件陷入困
局。承办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决定尝试第三人
以流拍价购买这条途径。6月24日，第
三人平顶山某商贸有限公司得知拍卖
信息后，申请购买，执行困局得以打破。

据金水区法院法官赵伟介绍，以
往，财产经变卖无人买受的且申请执
行人拒绝接受以物抵债或管理的，执
行法院应裁定解除查封措施，并将该
财产退还被执行人。2019年 12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该意见，准许第
三人申请以流拍价购买，解决了流拍
财产无法变现的难题，促使矛盾纠纷
有效化解。③9

五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

警方发布防骗指南

以流拍价购买网拍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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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郑州食博会8月3日启幕

邀您来逛吃

高招第二次志愿填报今日启动

注意，“重头戏”中门道多

高考压线 咋报志愿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康帆

“高考成绩666分，无缘浙大，
心中还是有些遗憾。高考报志愿，
我选的专业全与信息工程与人工
智能有关，不管在哪里读大学，我都
会努力学习，为祖国发展承担一份
责任……”7月 29日，在淅川县第
二高级中学，“蹭网寒门学霸”全杰
通语气轻松中透出一丝凝重。

全杰通的“走红”，源于疫情期
间一段上网课的视频：冬日清晨，
刺骨寒风中，在众多高楼间夹杂的
一处民房屋顶上，他穿着黑色棉
袄，坐着小凳，手拿手机，不时记记
笔记。这段视频让他成了让无数
家长羡慕的“标兵孩子”。

全杰通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虽
然日子拮据，但为了给他们兄妹三
人创造好的学习环境，父母在县城
租了间简陋的房子，边打工边陪读。

疫情期间，正值高三冲刺，学
校开了网课，全杰通家只有一部
手机，为了省钱也没装宽带。房
东了解到他家的困难，慷慨地把
Wi-Fi密码告诉他。屋顶信号最
好，每天清晨，他准时搬上小凳
子，爬上屋顶蹭网学习。

“杰通的高考成绩超出河南省
一本线122分，在全县排50多名，
这对于应届生来说，已经很不错
了。”全杰通的班主任黄佩说。

“父母一大把年纪，还要供我们
兄妹读书，真的很不容易。报完志
愿，学校就没啥事了，我准备去超市
打工，替父母分担些。”全杰通略显
稚嫩的脸上透出坚毅的目光。③4

超一本线122分

淅川“蹭网学霸”
仍有遗憾

7月 29日，郑州市郑东新区自动驾驶 1号线公交车行驶在北龙湖
金融岛周边道路。据了解，北龙湖区域共有 12辆自动驾驶客车进行
试运行，每 15分钟一班，线路全长约 17.4 公里，沿线经如意西路，串
联金融岛、中环路等道路，共设置智慧中途站34座，让市民体验智慧出
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法治建设

平行志愿

填报技巧 考生最好“同意调剂”专业，以降低“滑档”风险

要注意拉开专业梯度，降低“被调剂”的概率

目标院校要保持一定梯度，将最想上的学校排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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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安 张海龙

6月 19日，洛阳市纪委监委网站
通报对瀍河回族区某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李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

这是瀍河回族区纪委严查快办省
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李某案从受
理到移送司法机关用时不到20天。

据悉，今年 5月至 7月，省委第六
巡视组对瀍河回族区进行巡视。瀍河
回族区共收到省委巡视组移交问题线
索9批49件。

面对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
索，瀍河回族区委主动扛起主体责任，
区纪委聚焦监督执纪问责，自觉扛起
监督责任，坚持把整改贯穿巡视工作
全过程。

“巡视是对我们工作的把脉会诊
和健康体检。”瀍河回族区委书记陈功
明确要求，区委要认真按照省委和省
委巡视组的要求，要在抓好巡视整改

上下功夫，抓紧重点人重点问题线索
的核查，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
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瀍河回族区纪委坚持分类办理，
明确责任，建立省委巡视移交问题线
索工作台账，统一编号、专柜保存、专
人负责、留痕管理。

坚持“分类处置、归口办理”的原
则，严格处置程序。区纪委监委领导
班子成员牵头抓总，委机关审查调查
部门具体负责，从区相关单位抽调业
务骨干成立专项核查组，集中时间、集
中人员、集中精力对问题线索开展调
查核实，确保省委巡视问题线索件件

有着落。
坚持催办督办，加快进度。按照

《监督执纪规则》要求，坚持方案先
行。建立区委巡察办、案件监督管理
室联合督促办理工作机制，在交办时
明确办结时限。加大对核查组的督办
力度，每周通过电话催办、短信提醒、
发函督办等方式，形成了交办、催办、
督办为一体的严密监管体系，确保省
委巡视问题线索快查快结。

坚持集体审核，提高质量。成立
省委巡视移交问题线索集体审核领导
小组，对线索处置质量集中审核把关，
坚决做到“四个不放过”，即事实不查

清不放过、证据不完整不放过、定性不
准确不放过、处理不到位不放过。线
索处置期间，共召开集体审核会 12
次，切实做到省委巡视问题线索事事
有回音。

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综合
运用四种形态，整体把握49件问题线
索处置情况，该查处的查处，该问责的
问责，该立案的立案，该移送的移送。
根据初步核实结果及集体审核会意
见，对重大案件立案审查调查，针对审
查调查过程中掌握的部分违法犯罪事
实，成立专案组立案，并对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核查问题线
索为契机，对反映问题构不成违纪，
但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单位和
领导干部，采取诫勉谈话、提醒教育
等方式，及时咬耳扯袖，教育提醒党
员干部进一步严明党的各项纪律要
求。

坚持教育警示，警钟长鸣。紧紧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以部分省委巡视典
型案例作为反面教材，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典型问题，以案明纪、以案说法、
以案警示，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自

觉加强党性锻炼，守住做人、处事、用
权、交友的底线，释放违纪必究、执纪
必严的强烈信号，使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引以为戒，真正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

瀍河回族区纪委把办理省委巡
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按照“据实核查，严查快处，传
导压力，形成震慑”原则，强化责任担
当，开辟绿色通道，严查快办，对线索
进行分类处置，逐一进行调查核实。
截至 7月 28 日，已办结 43件，6件正
在办理中。

发现问题快速查办,立行立改的
过程就是在减少腐败的存量,同时悬
在每一个党员干部头顶上的巡视利
剑,在震慑着腐败。瀍河回族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刚说，这样
的一场“体检”是为了让更多肌体重新
焕发活力，并将以巡视工作为契机,
养成经常“体检”的习惯,及时“祛风排
毒”,注意“强身健体”。

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严查快办省委巡视移交问题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