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王永安师红

军 记者丁需学）“她家平时医德就

好，碰到这种事儿更是毫不犹豫联

系专业部门进行保护。”7月18日，

鲁山县尧山镇下坪村党支部书记

韩转业指着女村医齐玉新家的大

型娃娃鱼说。

当天，齐玉新、方小建两口子

在河边意外发现一条大型野生娃

娃鱼被山洪冲到陆地上后缓慢爬

行，便将这个“怪物”带回家。刚开

始，齐玉新两人不知道这是娃娃鱼，

在咨询了亲戚和上网搜索后，才知

道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

两人想将其放生时遇到了难题，便

拨打了“12345”服务热线。

该县农业局水产科负责人刘

红亮和另外两名同事顾不上吃中

午饭，就驱车数十公里来到齐玉新

家。经测量及称重，这条娃娃鱼长

85厘米，重约7公斤，至少长了十

多年，同等大小人工养殖的市场价

值就超过3000元。“这东西都是国

家的，咱绝对不会瞒着不报，给它

找个归宿，我们也心安。”齐玉新

说。

刘红亮说，鲁山县西南深山生

态植被良好，十多年前就出现过野

生娃娃鱼，该局以前还曾将尧山一

带的河沟申报为野生娃娃鱼管理

区，但随着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大，

近年来再没有发现过大型野生娃

娃鱼。刘红亮等人一时也找不到

合适的放生地点，就立即和平顶山

市农业局进行联系。几经周折，他

们在省农业厅相关科室的牵头帮

助下，和河南省野生水产动物保护

中心取得了联系。该中心负责人

表示，将派出专业运输车前来接收

这条娃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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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孟州

鲁山县尧山镇

发现大型野生娃娃鱼

高招信息

今年本科一批
省内院校生源良好

鹤壁市淇滨区

185.4万元资助资金
惠及困难学生2551人次

鹿邑县

紧盯扶贫领域不正之风
推进基层“微腐败”治理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8日，记者

从我省高招录取现场获悉，今年一本省

内院校生源良好，参加本科一批录取的

我省16个文科招生单位中有1个存在计

划差额，缺额数量365。20个理科招生

单位中有两个存在计划差额，缺额数量

143。缺额主要是部分合作办学专业和

二本学校在一本招生专业。

据悉，文科生源充足且投档最低分

较高的省内院校有：郑州大学（投档最低

分570分）、河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48

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投档最低分

539分）。理科生源充足且投档最低分

较高的省内院校有：郑州大学（投档最低

分561分）、河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31

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投档最低分

521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投档最低

分514分）。

省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录取期间，考

生利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可登录“河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及时查

询自己的档案运转状态，也可以凭个人

身份证或准考证到各市、县、区招办的服

务大厅进行查询。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8日，记者

从高招录取现场获悉，艺术类本科A段

录取工作7月9日开始，7月16日结束。

经过对一志愿、二志愿和征集志愿的投

档录取，最终录取新生20157人，其中，

文科17167人、理科2990人。

此外，7月18日上午，艺术类本科B

段一志愿开始投档，共计投档9655份；7

月20日将进行艺术类本科B段二志愿投

档。艺术类本科B段的计划余额将于7

月21日上午8：00向社会公布征集志愿，

届时考生可在当天下午6：00前上网填

报征集志愿。7月22日艺术类本科B段

录取工作结束。

随着提前批和国家专项计划本科

批等批次的录取结束，已经被录取的考

生将会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省招办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鉴别录取

通知书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将从省招

办网站或招生院校官网上查询到的录

取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上的学校、专业

进行比对，有效确定录取通知书的真

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鹏）记

者7月18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获

悉，7月1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发布

《2014~2016周期国家卫生县城（乡镇）命名

名单》，郏县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

为给城镇居民提供一流的城市卫生环

境，该县先后投资近10亿元，开通建设了行政

路东段、经一路南延、郏县美食广场、第二污

水处理厂等市政工程，完成了博物馆和图书

馆布展工程，并对南二环路、高速引线等城市

道路进行多项升级改造。整修背街小巷5万

米，建成了书法小游园、体育公园等城区游

园。先后在城区新建5座垃圾中转站，购置了

260个垃圾中转箱、1400余个果皮箱以及城

市环卫车辆。在城市环卫工作中大力推行城

市网格化管理，使主城区17条主次干道、产业

集聚区8条主次干道、城区11座公厕和120

条背街小巷的垃圾日清日扫，全天保洁。

另据了解，该县的王集乡和广阔天地乡

也同时被授予“国家卫生乡镇”。

汝南县古塔街道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先后在屈庄、汪庄等贫困村引导贫困户连片发展猕猴桃种植280多

亩。经过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管理技术，目前猕猴桃长势良好，硕果累累，丰收在望，预计“扶贫果”上市后亩收入近万元。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付云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骏鸣王璐记者冯佳

志）“建立县、乡、村三级矛调平台，村级群

众工作站覆盖全县347个行政村，1142名

‘五老’人员成为基层矛调员，调处平台成

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调解器’、维护社会稳

定的‘安全阀’，去年一年实现了152个村零

上访。”日前，武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薛

新生向记者介绍了该县创新社会治理、大

力实施平安工程建设，筑牢社会平安稳定

基石的全新经验。

创新公共服务大平台。新建、修缮、

改造了73个村级组织场所，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群众工作站覆盖全县347个行政村，

提供多项便民代办服务，对矛盾纠纷推行

“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

解决，实现了“干部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改造提升反邪教

警示教育基地，建成反邪教警示教育青少

年宫，目前已培训全县中小学生18期1.1万

余人，召开主题班课，受教师生达5万余人；

深入全县15个乡镇办事处进行反邪教宣传

教育，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开通“武陟政

法”微信公众号，推送100多篇反邪教知

识。多形式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25万

人受到教育。

完善立体治安防控体系。组建义务巡

逻队；密化安装498个视频探头，增建补建

监控探头120个。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连续开展专项行动，

有力维护治安平稳。全县侵财案件发案数同

比下降5.06%，重大交通事故发案数同比下降

5.71%；县法院审执结各类案件3451件，执行

到位资金2060万元，对380名失信人员纳入

黑名单，对82起拒执案件实施强制执行。

积极化解信访积案。对诉求合理的，解

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教育到位；行为违法

的，处理到位。去年，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

降29%，缠访闹访量较去年同期下降65%。

以德化人树新风。建设农村文化广场

254个，文艺舞台108个，提供免费文化服

务的百姓文化超市覆盖农村；建成村级慈

善幸福院115所，入住老人3300多名。

“这个‘吃货’工作队真牛，一下把俺家

的20亩糯玉米‘吃’光了！”这几天，对于沈

丘县石槽集乡范庄村村民范香河来说，睡

到被窝里都能笑出声来。

范香河今年56岁，家有6口人，儿子、

儿媳妇在外打工，两个孙子交其看管。平

时闲不住的老范承包了50亩地，看到玉米

价格下滑，也搞起了种植调整。今年种了

30亩无籽西瓜，20亩糯玉米。无籽西瓜天

天有批发商到地里采购不愁卖，20亩糯玉

米倒让老范两口子犯了愁。

“都怨你，吵吵着种糯玉米，都种上西瓜

还有啥烦心事！”老范把气撒在老伴儿身上。

正当老范两口子愁得睡不着觉时，该

县新华书店驻村第一书记刘建伟、工作队

员李秋霞递上了“枕头”。他们第一时间与

河南省新华书店云书网总部进行了沟通，

云书网总部派专人进行线上线下对接。省

新华书店的中央厨房一次性购买老范的糯

玉米3000公斤，同时又与浙江、江苏等省、

市书店签订6笔订单，仅一周时间，20亩糯

玉米被工作队“吃”光了。

“嘿嘿”“嘿嘿”老范的嘴咧得能塞下个

糯玉米。

“下季种啥？”李秋霞故意逗他。

“还是糯玉米，明天就下种，种麦前还

能收一季！”老范挑几块大的西瓜往工作队

员们手里塞，“吃瓜吃瓜，天太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管种什

么，手里得有‘绝活儿’，得空工作队教你学

电商，你得有信心！”刘建伟瞅着老范说。

“中！中！我跟着你们学！”老范乖巧

得像个“老小孩”，抹了抹脸上的汗，大口大

口地啃起了西瓜……

本报讯（记者李柯杞 通讯员

牛秀君）7月18日，记者从鹤壁市

淇滨区获悉，该区教育系统上半年

共发放建档立卡户家庭子女省级

营养餐改善、学前教育幼儿保教

费、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寄宿生补

助、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

学金等各类资助资金185.4万元，

惠及困难学生2551人次。

今年以来，该区教育系统始终

把做好家庭困难学生，尤其是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作为

阻断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大资助

力度，坚持条块结合，以乡、村和辖

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为单位，对建

档立卡户子女进行逐一排查，彻底

摸清底数，力求做到不漏一人、不

漏一户。

为充分发挥教育行业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

用，该区文教体局加大政策宣传，

印制了5万余份《学生资助宣传材

料》，确保辖区内幼儿园、中小学、

普通高中学生人手一份，在各学校

醒目位置设置了《学生资助宣传

栏》，扩大学生资助政策宣传面，提

高学生、家长的知晓率。

本报讯（通讯员陈海棠 赵明

军 记者巴富强）今年以来，鹿邑县

紧盯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强化措

施，扎实推进“微腐败”治理。

紧盯重点不放松。推动督促

各乡镇纪委主动担责尽责，加强

对“七站八所”等重点岗位和重点

领域、重要环节权力运行的监督，

加强对强农、支农、惠农等涉农项

目工程验收和资金拨付环节的监

督，切实预防虚报冒领、侵占挪用

奖补资金以及吃、拿、卡、要等乱

作为、不作为、慢作为和各类“微

腐败”问题。

警示教育不间断。建立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处分决定集中宣读

制度，由案发乡镇党委召集乡村党

员干部，集体宣读本单位同志的违

纪违法行为和党政纪处理决定，以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拒腐防腐

意识，强化警示震慑效果。今年以

来，到乡镇宣读处分决定 50 人

次。分批次组织乡村党员干部到

县看守所接受警示教育，进一步增

强遵法守廉意识。

执纪问责不懈怠。该县纪委

进一步畅通电、信、网、访等监督

举报渠道，加大发现问题力度，严

肃查处违纪行为。坚持一案双

查，对失职渎职严肃问责、瞒报漏

报和不按规定及时报告的依规依

纪严肃处理。对典型违纪案件问

责予以通报，扩大执纪问责治本

作用和综合效果。今年以来，查

处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等“微腐败”案件24起，给予

党政纪处分50人。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胡少佳谭亚廷）时至盛夏，镇平县

中原荷花博览园里，荷花粉云千

点，静香十里，7月14日至8月14

日，镇平县首届荷花旅游月笑迎八

方宾朋。

该活动以“荷花 和谐 合作”为

主题，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办、市

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将通过

举办赏荷花、游玉都等一系列活动，

充分展示镇平的厚重文化、秀美风

光，着力推介“万亩荷花生态游”“中

华玉都购物游”等旅游产品，全面提

升镇平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7月18日，荥阳市高村乡邀请该市远程教育成员单位林业局农技专

家田青杰到官峪村举办石榴种植培训班。农技专家在该村石榴种植园

现场查看苗木生长情况，就石榴疏枝、剪枝、压枝以及科学施肥、防病虫

害等栽培管理技术作现场演示培训。 张平车娜摄

镇平县

“荷花旅游月”笑迎八方宾朋

创新社会治理 创建平安乡村武陟县

本报讯 （通讯员李霞 周萍 记者冯佳

志）“我们发展种植的强筋小麦价格高、销路

好。公司今年销售了1250吨优质强筋小麦，

每斤以1.36元的价格出售，比普通小麦市场

收购价高了10%左右。”7月18日，孟州市农

丰种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于秋霞高兴地告

诉记者。

去年以来，孟州市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绿

色发展，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

力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夯实基础，提高生产能力。该市认真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年粮食生产

面积稳定在55万亩以上。认真实施好35万

亩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确保项目取

得实效。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实施“互联网+

农业”行动。以“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为载

体，提高农业科技服务能力。今春以来，该市

共指导培训农户2万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3

万余份。

调优结构，推动提质增效。该市增加油

用和食用花生种植面积，用优质花生替代玉

米过剩产能。因地制宜发展桃、梨、葡萄、樱

桃等林果产业。依托独具焦作特色的怀药资

源，加强无公害怀药生产基地建设。2017

年，全市小麦良种繁育面积接近10万亩，其

中发展优质强筋小麦3.5万亩；花生种植面积

预计可增加到6万亩；新增怀地黄、怀山药等

中药材种植0.5万亩以上，达3.5万亩以上，其

中怀地黄种植面积约2.5万亩；新增果树面积

1200亩，新种植油料牡丹300余亩。

完善标准，推进绿色发展。该市进一步完

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健全农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推广节地、节水、节肥、节种等先进

适用技术，提高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综

合利用水平，加快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

补齐短板，促进转型升级。该市充分发

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培育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目前，该市拥有省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7家，从业人员5300人，辐射带

动农户4.3万户。该市527家合作社中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的有15家。

郏县
获“国家卫生县城”称号

艺术类本科A段
录取工作已结束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向灵

““扶贫果扶贫果””长势喜人长势喜人汝南县古塔街道汝南县古塔街道

农户糯玉米愁卖 工作队一“网”“吃”光
沈丘县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7月19日，记者

从信阳市教育局获悉，河南省2017年高考

本科一批次录取结束，光山二高发布成绩

喜报，2017年光山二高（本部/分校）高考学

子考入清华大学10人，考入北京大学14

人，清华、北大共录取24人，再次居全市高

中第一。此外，今年光山二高考取空军飞

行员4人。

信阳市教育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信

阳市北大清华共录取47人，其中光山24

人。光山录取北大清华人数占全市51%。”

记者在光山二高采访时获悉，该校

2014年清华、北大录取14人，2015年清华、

北大录取15人，2016年清华、北大录取12

人，今年清华、北大录取24人，连续四年清

华、北大录取人数居信阳市重点高中第一

位。今年一本重点进线1354人，比去年净

增431人，雄踞信阳市各高中榜首，其中该

校高三（七）班有9名同学被清华、北大录取。

该校高三年级主任兼高三（七）班班主

任曹耀罗向记者坦露：“一个班9名同学分

别被清华、北大录取，能取得如此好的成

绩，不是偶然，是长期付出的结果。就拿我

们七班来说，每个任课老师都是舍小家为

大家，都具有责任心、敬畏心和爱心，从一

开始就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顽强

拼搏的精神。”

光山二高24人被清华北大录取
其中一其中一个班被录取个班被录取99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