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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传真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陈 镭"再过一段时间#高校新生将

陆续入学#

!

月
"#

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 为确保
"$$!

年新生顺

利入学$安心学习$正常生活#我省

要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规定#从事

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

的经费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为使高校新生全面详细地了

解新资助政策体系的具体内容#我

省要求#各高校在寄送普通本专科

!含高职"新生录取通知书时#必须

同时附送&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

简介'宣传手册#确保当年录取的

新生人手一册% 与此同时#各高校

要充分利用招生简章$ 校园网$新

生热线电话等形式#宣传国家和本

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

政策和措施%

各高校要按照新资助政策体

系的要求#认真做好新生和在校生

的各项资助工作%切实做好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的评审和发放工作(积极引导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

动#并切实加强管理(要严格按照规

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

的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要继续认真做好特殊困难补助$

学费减免等各项资助工作%

!#*

本报讯 !通讯员张自怀 熊运

彬"眼下#北京奥运会中国队频频

夺金#在南阳市卧龙区刁沟村文化

大院里#文艺队长刘书菊大妈和她

的姐妹们高兴地扭秧歌为奥运健

儿加油%

这是卧龙区农村文化活动的

一个镜头% 近年来#该区把农村文

化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

要举措%

培育文化队伍%该区对当地传

统民俗文化进行挖掘开发#组织区

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村文艺队进

行培训% 目前全区农村文艺队有

#"$

个#常年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

分子达
"$$$

多人%

完善文化设施%推行)两网$一

院*建设
+

普及了有线电视网$远程

教育网#通过政府筹资$文明单位

对口帮扶等形式#在全区新建了
%

个文化站#新建改建
"$$

多个村级

文化大院%

建农村书屋% 目前#全区已建

成
#"

个新农村书屋%配置社科类$

农业科技类$医药卫生类等方面图

书
#$$$$

册# 还订有河南日报$南

阳日报等
*$

多种报刊# 方便了村

民学文化知识%

!,

本报讯 !记者聂广鹏通讯员

娄源成" 高速公路沿线村庄的留守

儿童常去高速公路玩耍# 对孩子和

高速公路安全构成威胁%这让高速交

警和外出务工的父母们头疼不已%

为改变这种状况# 从
!

月
"$

日起# 省高速交警支队新乡大队

"%

名民警# 正式成为京港澳高速

公路沿线的卫辉市焦浩屯村$延津

县马村$ 新乡县关堤村等
#"

个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村留守儿童的安

全辅导员# 定期对
#$$$

多名留守

儿童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辅导员统计了所负责村

庄的留守儿童数量#指定了监护人

密切注意留守儿童去向#定期为留

守儿童举行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同

时还为孩子们做心理辅导%高速交

警新乡大队还为
#$$$

余名留守儿

童购买了
#$$$

余本儿童图书#以

及篮球$乒乓球等体育用品#以丰

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

本报讯 !记者李虎成通讯员

黄彦云"林州市横水镇南屯村张兵

兄弟俩今年年初因房基地发生纠

纷#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升级#并多

次到镇里和林州市有关部门上访%

近日#林州市市镇两级工作组进村

帮他们解决矛盾#在下访干部耐心

开导下#兄弟终于和好如初%

近日#林州市在全市党员干部

中开展了)进万家门#访万家情#解

万民忧* 活动#

"$$$

多名市乡干部

深入基层#拉网式集中排查各类矛

盾纠纷% 林州市委书记$市长带头

开展)大接访*#并从市直机关抽调

#$

名正科级和部分业务骨干#组成

#$

个督导组#分赴全市乡镇!街道"

和厂矿企业进行实地督导察访% 同

时#专门成立了
,

个专项工作协调

组#分别由一名市委常委或副市长

带队#带案下访#重点解决突出问

题(对重大信访问题#由市主管领导

包案办理%

!-

本报讯 !记者张华君 通讯员

吴 辉 张帅克"近日#位于禹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南统一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完工投产%

投产仪式上#该公司负责人动情地

说
.

)效能监察的介入#使二期工程

工期从
#

年缩短为半年%效能监察

真管用+ *

该工程的提前投产#是禹州市

纪委$监察局为重点项目)保驾护

航*#促进重点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早见效$早收益的一个最新例证%

该市在落实纪委监察领导干

部联系分包重点项目制度的基础

上#对全市
#$$

多项重点项目实行

政府效能监测点制度#对每个监测

点逐一建立台账#及时掌握全市经

济发展环境和行政执法工作动态%

对重点项目监测点反映的问题和

投诉#纪委$监察局接诉后迅速进

行调查#并在
/

日内将调查结果反

馈给投诉人%

便捷$ 高效的效能监察措施#

进一步优化了发展环境 % 今年
(

月#禹州市荣获第二届)外商眼中

的河南最佳投资城市*称号%

!(

)晓燕#等我回来就举办婚礼,,*

)不急#我家里人都说等你回来后再

定#你就安心在北京保电吧+ *

!

月
"$

日# 远在北京为奥运保电的

张里里通过网络同女友胡晓燕又甜蜜地

聊起天%张里里是信阳供电公司
""$

千伏

变电站的值班员# 同胡晓燕相恋多年#决

定走进婚姻殿堂% 张胡两家挑选
-

月
#/

日为他们举办隆重的婚礼#双方已将这一

喜讯通知各自的亲朋#两个年轻人计划于

!

月
!

日奥运会开幕那天领取结婚证%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时 #

,

月

初#张里里接到赴京援奥保电的通知#一

直到
-

月
"$

日才结束% 要赴京保电#必

然要推迟婚期# 能否得到女方的理解与

支持#他没有把握% 正当张里里左右为难

时#他的父亲张友宏说-)组织派你去#是

对你的充分信任# 这个时候不能被这点

个人事情束缚住了手脚% *

得到父亲支持的张里里首先做通了

女朋友的工作#通情达理的胡晓燕又反过

来帮助做自己家人的工作% 在多方努力

下#全家人终于完全理解了张里里% 没有

后顾之忧的张里里全身心投入到保电工

作中#无论是前期学习培训#还是在保电

工作中#他都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得到

省电力公司援奥工作队的好评%

!,

本报讯 !记者谭 勇通讯员周双林"

!

月

#-

日#记者从温县有关部门获悉#中华太极

拳传承谱系工程正式启动%

中华太极拳传承谱系工程是利用计算机

网络技术#以太极拳传承关系为脉络#在线展

示太极拳传承发展过程的信息数据库% 该工

程是陈家沟旅游景区)中华太极拳文化园*提

供支持的软件配套项目%

据介绍#该工程的实施#不仅可以最大限

度地理顺太极拳的传承关系$发展脉络$流派

衍变过程#而且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用声光

电的形态记录太极拳的发展成果# 是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太极拳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 该

县正在积极准备# 分类整理近十年的太极拳

数据资料#和各流派代表人物联络#招募网络

技术$文字编辑人员#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谱系成果公布于众#造福太极拳爱好者%

!,

本报讯 !记者 于亚男 通讯员 秦福军

王红闯"近日#河南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

育和地图市场监管协调指导小组在郑州召

开规范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工

作座谈会#就开展全省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

息服务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进行了

动员和部署%

我省近期将组织开展互联网地图和地理

信息服务执法检查#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 并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

月至

#"

月组织检查验收%

!#*

本报讯 !记者聂世超 通讯员桂焱炜 高占国"

!

月

#,

日上午# 汝州市陵头乡前户村武春杰家中的平房上$

墙头上$大树上挤满了观众#掌声和加油声响成一片% 来

自该市的
%$

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冠军争夺赛正在这里激

烈地进行% 这是该村村民武春杰为庆祝奥运个人出资举

办的一场乒乓球比赛%

武春杰今年
*,

岁#是一名村医%

"$$/

年秋天#武春

杰出资
#$$$

余元购买了乒乓球案及球拍等#并腾出家中

两间平房#成立了乒乓球活动俱乐部% 慢慢地#武春杰的

乒乓球活动俱乐部在远近出了名#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切

磋球艺% 逢年过节#家中更是聚满了乒乓球爱好者%

北京奥运会开幕后# 武春杰便和村中的几名同行商

议#约全市的乒乓球高手到家进行角逐#庆祝奥运会%

!!

本报讯 !记者王胜昔 通讯员李世强"

!

月
"$

日一

大早# 省第一监狱培才学校教学楼前的阅报栏前就挤满

了人#每日一新的奥运金牌榜和&河南日报'的)奥韵华

章*特刊吸引众多服刑人员前来观看%

据省第一监狱负责人介绍# 为了方便服刑人员收听

收看奥运节目# 他们利用每周的政治课和周末娱乐活动

时间#组织服刑人员收看电视实况#并在学校教学楼前和

监区走廊制作了每日一新的)奥运金牌榜*和奥运宣传板

报#让服刑人员能及时了解奥运的最新消息%

!,

本报讯 !记者刘海涛 通

讯员陈 健")父老乡亲们#昨天

我国的奥运健儿又夺得了两枚

金牌 # 金牌总数继续排第一

位% *

!

月
"#

日一大早# 正阳县

永兴乡路口村的高音喇叭里又

传来了奥运最新消息#小村的群

众亲切地称为 )奥运发布会*%

而主持)奥运发布会*的则是该

村党支部书记兼计生协会会长

吴礼广%

)现在正是秋田管理的关键

时期# 老百姓大都在田间忙碌#

不可能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直

播% *吴礼广说#)我每天了解清

楚当天的比赛情况后#再通过广

播向乡亲们发布% *

村民吴强化说-)每天早晨

在庄稼地里听到中国在奥运会

上得奖牌的事# 心里可高兴了#

干起活来也有劲儿+ *

!(

本报讯 !记者宋华茹 实习生 贺双印"

!

月
#-

日#全省职称工作会议在郑召开% 乘

着)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的

东风#今年职称评审政策有新突破% 据省人

事厅厅长郭俊民介绍#今年#秉持)放权$科

学$服务$公开*的原则#职称评审工作有以

下值得关注的新举措...

关注点!扩大高校职称评审自主权

在对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下放教

授$副教授评审权基础上#重新调整高校评

委会设置#今年又对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

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下放部分专业教授评

审权#对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下

放部分专业副教授的评审权% 这样#我省具

有自主评审权的高校达到
!

所%

关注点!评审条件更重业绩和能力

以业绩和能力为导向# 修订了社会科

研$卫生$艺术等系列的申报$评审条件#修

订后更加能体现不同系列和岗位的特点%

关注点!外语免试范围扩大

对博士学位获得者或取得硕士学位的

人员#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在野

外从事农业$林业$水利$采矿$测绘$勘探$

铁路施工$ 公路施工等艰苦行业工作的人

员# 年满
/$

周岁和在乡镇基层工作的人员

以及从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等工作的

#*

类人员免试职称外语%

关注点!中小学教师和卫生系列
评审办法更科学

省人事厅在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分

设中学教师高级评审委员会#把讲课$面试

答辩$业务测试与专家评议等多种方式相结

合进行职称评聘%

在卫生系列实行人机对话业务知识测

试的基础上#对部分专业组建专业化评委会

进行评审#体现)同行评同行*#提高评审的

质量和效率%

关注点!确立劳动关系的专业
技术人员评职称不受户口限制

凡在我省工作$与单位确立了人事$劳动

关系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受户口所在地限制#

均可申报评审和考试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郭俊民还介绍#职称评审工作要对一些

特殊群体进行一定的制度倾斜#特别是这次

参加四川抗震救灾的专业技术人员% 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职称公开公示制度#打造)阳

光职称*%

!!

我省职称评审政策有新突破

高校自主评审权扩大 评审更重业绩
为确保新生顺利入学

高校须提取 !"#$"的经费资助困难学生

卧龙区!农村文化活动红红火火

禹州!效能监察"护航#项目建设

林州!干部下访解民忧

新乡!留守儿童有了安全辅导员

我省规范互联网地图
和地理信息服务

中华太极拳
传承谱系工程启动

据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 今年秋天

新学期到来之际#

!"##

名贫困大学生将可以

免费乘坐)圆梦号*爱心专列到学校报到上

学%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日前在

此间宣布#今年)圆梦号*爱心专列将继续开

行并从现在开始接受报名申请#同时招募
$#

名志愿者为贫困学生提供服务%

据介绍#今年
%

月
&

日 #从广西南宁出

发的)圆梦号*爱心专列将满载爱心北上#途

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于
%

月
'

日到达

北京% 中途将停靠柳州$桂林$长沙$武汉$郑

州$石家庄等城市#凡在以上城市上学或中

转的应届贫困大学生均可报名乘坐% 符合条

件的贫困大学生可到所在市$县!市$区"团

委报名#也可拨打爱心专列报名电话-

#((!)

'*+!&%%

#报名截止时间为
*

月
"*

日%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央气象

台
"!

日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受东移冷空气

影响#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内蒙古中

东部$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将有一次小

到中雨的降雨过程#其中#华北$黄淮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南方大部地区将持续高温天气%

"!

日至

""

日#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四川盆地东部的

部分地区有
&'

摄氏度至
&(

摄氏度的高温天

气#

""

日至
"&

日#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将

缩小#强度有所减弱%

具体预报是#

""

日至
"&

日#西藏大部$

青海南部 $内蒙古东部 $东北地区大部 $黄

淮东部 $江淮 $湖北中东部 $江南大部 $华

南$西南地区大部$台湾等地有小到中雨或

雷阵雨%

推迟婚期 服务奥运

北方大部地区
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圆梦号#专列再度开行
!"##

名贫困学子可免费搭乘

乡村里的乒乓球比赛

高墙内的"奥运金牌榜$

小村里的%奥运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刘国挺 通讯员

王 蕾"

!

月
"$

日# 记者从漯河市

计生部门了解到#该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发出通知#

决定对全市计划生育内的农村双

女户及从
"$$!

年
#

月
#

日起落实

绝育手术的农村双女户实行基本

养老保险%

据了解#按照规定#参保对象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户口所在乡

镇或单位一次性交纳
"%$$

元#到

法定年龄 !男
($

周岁# 女
//

周

岁"时#参保人可按年或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保险金#养老金领取时间

为
#$

年( 领取时间不满
#$

年的#

剩余年限的养老金由法定继承人

或指定受益人继续领取(未达到法

定年龄身故的#保险公司一次性给

付所有保险费和应得红利%

据介绍#漯河市对农村双女户

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做法#目前

在全省尚属首家%

!(

漯河!农村双女户实行养老保险

为祝福
!""#

北京奥运会!禹州成功烧制出"梦圆
!""#

#钧瓷壶!

壶身为$双钱%连$福%$寿%!构思巧妙!制作精美&

"*

牛书培 摄

#

月
$%

日!漯河市乡村防疫员在出发前庄严宣誓& 近年来!该市在

&'

个乡镇设立了
'(

个区域性乡级动物防疫站!并为他们配备了电动摩托车

和防疫服!为广大饲养户提供良好的防疫服务&

"*

王 铮 杨东辉 摄

#

月
!'

日!一对老年夫妇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外拍照& 当日!

阵雨为到$鸟巢%看比赛和参观的游人增添几分雨趣!$鸟巢%内外

沉浸在一片祥和与欢乐之中& 新华社发

#

月
!'

日!一个穿着雨衣的女孩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外游玩& 新华社发

近日!内黄县举办了$庆奥运!'欢乐中原(广场文艺演出%活

动!庆祝北京奥运会顺利召开&

")

刘 超 郜国祥 摄

#

月
'#

日! 正阳县两名留守儿童收到了

$爱心爸妈%联系卡&暑假里!该县妇联举办了$献上

一份爱心)情注留守儿童%活动*

")

王化远 摄

#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本报通讯员 甘仁伟

百姓身边人和事
!"# $%&#'($

我们的奥运 大家的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