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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随着全国各省（区、

市）普通本科二批录取工作进入尾声，河

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2021年省内体育

类、艺术类B段、专升本和普通本科二批

招生录取工作均高质量完成。2021年

学校招生总人数为4750人，共有34个

本科专业和12个专升本专业面向全国

13个省（区、市）进行招生。从整体录取

情况看，各省（区、市）各批次录取分数稳

中有升，生源质量稳步提高，多批次录取

分数再创新高，喜报频传。

省内体育类、艺术类大部分专业录

取分数线都高于往年。体育类专业文化

课最高分达434分，超过大部分同类院

校录取分数。所有艺术类专业最高分均

达到本科A段省控线，相当一部分考生

文化课成绩超出一本线。

学校今年开设12个专升本专业，共招

收1300人。从录取情况看，学校专升本生

源充足，且质量高，一半专业在全省前500

名位次录取，最高分超省控线40分，平均

分超出省控线20分以上，再创新高。

学校普通本科二批计划招收3450

人，整体生源质量稳步提升。省内文科

最高分533分，高出省控线67分，平均

分高出省控线51分，其中录取分数超过

二本线50分以上占98.6%，超过60分以

上占85.2%。省内理科最高分490分，高

出省控线90分，平均分高出省控线62

分，其中录取分数超过二本线40分以上

占98.7%，超过50分以上占86%。

今年2月份，学校由河南大学民生

学院转设更名为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

院，这是学校转设后第一次以新校名进

行招生。从今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学校

生源整体质量稳中有进，这充分证明了

学校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

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主办方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文化品牌优势及母体学

校河南大学的教学资源，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近两年，学生考研成功人数超过

1300人，位于全国同类院校前列，研究

生、公务员和选调生考取比例年均超过

25%，毕业生就业率近90%。在软科

“2021中国民办高校排名”中，学校在全

国205所民办高校中排名第八，位居河

南省民办高校第一。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洪
宇李岩）“何组长，今天在药店买药的时

候看见有人用医保卡刷卫生纸、牙膏、牙

刷，说是今年医保卡里的钱用不完，明年

就清零了？”8月3日，郸城县委第三巡察

组副组长梁清杰问道。

“医保卡不能刷医保药物以外的物

品，也没有清零这一说。这些药店为什

么能刷医保卡？医保卡清零的谣言为啥

屡禁不止？这次医保领域巡察‘回头看’

期间一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郸城县委

第三巡察组组长何振中说。

经研究，组员们兵分两路对全县47

家定点药店进行明察暗访。通过走访发

现，个别定点药店变成了“杂货铺”，牙

膏、毛巾、食用油、洗洁精，各种商品与药

品混杂。原本只能刷医保药品的医保卡

在药店售货员的操作下几乎能刷万物。

按照巡察工作流程，县委第三巡察

组向县医保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了立行立改通知书，并把个别定点药店

涉嫌违规的问题线索向纪委监委进行了

移交。接到立行立改通知书后，县医保

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察大

队联合执法，对全县47家定点药店进行

起底式大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取消了情

节较为严重的2家药店的医保定点药店

资格，另对1家定点药店立案查处。

药店成了杂货铺？
郸城县专项巡察整改这个问题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李尔雅
陈胜男）8月5日，来自荥阳的公交司机

牛跃虎在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为一位未成年血液病患者送

去“生命种子”，成为郑州市第342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河南省第1009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39岁的牛跃虎是郑州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运营公司的一名公

交司机。虽然工作劳累，但一有机会他

就会参与无偿献血活动。2012年，一

次献血过程中，牛跃虎了解并加入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希望能在

有人需要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年7月9日，牛跃虎接到郑州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14岁

的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他二话不

说就同意了捐献。然而，在进行高分辨

配型之后，由于患者病情出现恶化，捐献

流程被迫终止。

今年3月8日，牛跃虎再次与一位

未成年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在牛

跃虎的积极配合下，捐献前流程顺利完

成，捐献被定于8月5日在河南省肿瘤

医院进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袁
伟东韩静张伟）8月4日，记者从临颍

县委组织部了解到，“万人助万企”活

动开展以来，该县在组织覆盖、服务人

才、服务企业上下功夫，开展“党建助

企”行动，切实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助发展。

推进党组织覆盖，共建企业“红色

圈”。把党建工作与企业运营、项目建

设有机结合，建好用好企业党建联盟，

灵活设置党组织。目前，该县产业集聚

区共有28个党支部，在企业设置27个，

有248名党员，其中企业有210名，在

企业增效中凝聚了党员“红色合力”。

创优工作机制，稳定企业“生命

线”。全面推行“四会一培训”工作机

制，即非公企业组织企业党员、职工代

表开展生产经营情况交流会、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分析会、企业发展建言献

策恳谈会和新技术与工艺推广提升

会，定期开展新政策新技术学习培训，

助企业健康发展。

强化服务指导，织密企业“联络

网”。在原有已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的基础上，从全县挑选311名素质高、

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科级以上干

部作为首席服务官，为全县334个企

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服务。

激发党员活力，当好企业“助推

器”。结合主题党日活动，每月组织企

业党员开展“进行一次主题调研、找出

一个发展难题、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

解决一个制约发展问题、攻克一项技

术难关”等“五个一”活动，帮助企业解

决发展难题。

深化企业交流，扩大企业“朋友

圈”。定期举办企业家论坛，聚焦企业

运营、项目建设和园区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通过专家讲座、理论讲授、典型发言

等方式，进行深入交流，实现“问题同

解、经验共鉴、信息共享、共同发展”。

筑牢人才支撑，吹响企业“冲锋

号”。编制企业人才需求目录，开展

“缓解用工难，助企招聘”活动，建立培

养、输送企业技能人才的长效机制；全

面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和创新科研政

策，帮助企业用好人才，激励各类人才

在全县创新创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李
炳辉 田义伟)近日，中信重工洛阳重

铸铁业有限责任公司反映，在高新技

术申报、智能化改造政策奖补方面，

需要给企业政策上多一些业务指导

和政策宣传。宜阳县科工局立即深

入企业开展政策宣传，为该企业落实

研发费用财政补助近20万元并已全

额拨付，受到了企业方的高度评价。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该

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一手

抓“三个一批”项目谋划实施，一手抓

企业精准服务，促进了全县经济健康

持续发展。上半年，全县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12.2%，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18.3%，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0%，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同比增长8.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5.3%，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13.2%。

为推动活动深入开展，该县出台

了《河南省“万人助万企”活动宜阳县

工作方案》，全面推行“分包联企”“督

促督办”“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在推

动惠企政策落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加快企业项目建设方面成效明显。

该县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的

领导小组，设立问题处置组、督导考

核组等4个小组，安排30名县四大班

子领导、69名乡科级干部分包联系

107家企业。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2

次，推进会3次，分析研判各类问题，

确保活动起步早、推进快、落实好。

“现在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形势如

何？”“企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需

要县里研究解决的问题？”连日来，宜

阳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深入各自

分包企业走访调研，详细记录企业反

映的困难，帮助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不仅如此，该县还举办了洛阳市

首场“万人助万企”活动惠企政策宣

讲，县域内107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宣讲会上详细解读企业在

用工、金融服务、创业担保、不动产登

记、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并

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与企业负

责人交流座谈，点对点解答，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
纪明周坤）“县里帮扶干部和镇党委、

镇政府积极协调解决了上游水源地

污染的问题，消除了长期以来困扰我

们企业发展的障碍，让我们‘本然’山

泉水的水质从源头上得到保护，真心

地感谢各级帮扶干部。”8月5日，南召

县本然山泉水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春

阳说。

7月以来，南召县组织开展“万人

助万企”活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

16个派驻服务组，各级帮扶干部纷纷

深入分包帮扶企业走访座谈“把脉问

诊”，以“真情、真招、真效”为目标，坚

持问政于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了

解企业“成长的烦恼”和发展中“卡脖

子”问题，着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堵点、痛点、难点，当好服务企

业的“金牌店小二”。

该县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万人助

万企”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下设

综合保障组、材料信息组、问题收集

研判组、惠企政策落实组4个工作组，

组建工业领域、农业农村领域、矿山

企业领域、商贸流通领域、金融及惠

企政策领域、督导问责等6个问题处

置工作专班，建立分包领导库、包联

企业问题库、包联企业责任库三个数

据库，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

务清单，为精准化服务、系统化改革

夯实基础。同时，采取任务“提醒单”

“催办单”“警示单”形式，挂牌督办、跟

踪问效、推动落实，让企业安心发展、

放心经营、舒心创业。

目前，该县各级领导干部分包企

业507家，其中市厅级领导干部分包

12家，市直处级领导干部分包128

家，县四大家领导干部分包62家，乡

科级领导干部分包305家。全县共排

查出问题280个，其中110个问题已

现场办公解决，170个问题正在解决。

南召县委书记方明洋说：“‘万人

助万企’活动中，我们紧紧围绕落实

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企业

创新升级、防范企业风险、优化政务

环境五项任务，按照‘13710’工作制

度，真心实意为企业想实招、办实事、

解难题，真正帮到点上、扶到根上。”

解难纾困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办好事
南召县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8月5日，炎炎烈日下的西平县中

哲服饰科技生产基地机器轰鸣，数百

名建设工人来回穿梭，现场井然有

序。

“我们在摘地当天就派驻人员进

场施工了，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

以来，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西平县高

效的办事效率，这不仅让我们赶上了

黄金施工期，而且大大减轻了公司资

金回流的压力。”该企业基地建设负

责人表示。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做

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在西

平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已成为共

识。为扎实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深入开展，该县在7月9日召开全县

“万人助万企”活动动员大会，专门

制订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以县委书

记为总指挥长的指挥部，组建 6个

专项工作组和10个服务工作组，建

立“领导包联、专项服务、督查督

办、考评奖惩”四项机制，并聘请第

三方专业公司随同工作组开展工

作。

同时，建立“一季度一通报”制

度，晒业绩、亮项目、曝问题，一抓到

底，县处级领导深入包联企业调研解

决问题，县政府每月召开工作调度

会，每季度总结工作推进情况，每年

度考核评价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任

务完成情况。各相关部门明确分工、

细化方案、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切实

帮助企业化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

劲，使企业家安心投资、顺心办事、舒

心创业。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产业、企业、

企业家‘三业’活起来、强起来。”谈

及下一步工作，西平县委书记李全

喜表示，全县上下将继续坚持“项目

为王”的理念，以“万人助万企”活动

为载体，聚焦“帮谁、谁帮，帮什么、

怎么帮”，覆盖一产二产三产，覆盖

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双创团

队等各类市场主体，汇聚起全县上

下推动西平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劲

动力。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彦鹏）8月2日，许昌市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长葛大周再生金属循环经济产

业发展情况汇报，聚焦循环经济发展，

分析存在问题和短板，从政策机遇、规

划理念、产业层次、平台支撑、市场运

作等方面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按

照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的安排部

署，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

链、制度链“五链”深度耦合，切实增强

大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内生动力

和发展活力，加快培育再生金属千亿

级产业集群。

长葛大周再生金属循环产业集

聚区从40年前废旧品回收起步，经历

了由散到聚、由低到高、由短到长、由

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已成为长江以北

最大的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基地，是国

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现有规模以

上企业93家，各类经济实体1000余

家，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776亿元，

缴纳税金13.1亿元。

但与广西梧州等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相比，大周循环经济产业在规划

理念、产业层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

距，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模式

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

结合该市发展实际，许昌市和长

葛市就推动大周循环经济产业跨越

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

链“五链”深度耦合。围绕产业链，突

出延链补链强链，做大做强再生不锈

钢、再生铝、再生铜、再生镁四大产业

集群，推动再生资源企业拉长完善产

业链条，加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

链条全闭合、全循环。围绕创新链，依

托创新平台，加快建设产学研综合服

务平台，推进熔炼、环保、固废、危废处

置、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创新。围绕供

应链，结合再生金属行业特点，加快推

进空铁公水多式联运物流园的规划建

设，有效解决大宗物流进出难题。围

绕要素链，强化土地、资金、技术、人才

优化配置等要素保障，切实降低电价、

气价，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围绕制度

链，研究出台再生资源发展税收优惠

政策，促进再生资源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通讯员符浩）“芡实分南芡和北

芡，我们这主产北芡，营养价值非常

高。”8月3日晚10时，淮滨县中西部纺

织交易中心三楼电商区依然灯火通明，

淮滨县中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主

播朱熹正拿着淮滨特产与网友互动。

“前段时间公司由于业务需要，

急需招聘几名主播，但招来的主播业

务能力跟不上，我们干着急。”该公司

负责人杨付杰说，“正好县商务局来

走访，听说了这个情况，立即为我们

量身定制了电商培训计划。”

据了解，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

展以来，淮滨县商务局按照“13710”

工作制度要求，强化工作措施，倾“三

心”助力企业发展。

匠心独运。指导企业生产适销

对路的产品；收集各地投洽会、展销

会等线上线下展会信息，千方百计争

取展台；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努力争

取签订更多订单。

真心助企。针对企业需求，制定

电商培训计划，为企业电商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融合具有淮滨特色的“党

建联盟+产业联盟”模式，孵化电商企

业23家；在信阳市羊山新区开设“淮

滨味道”农特产品直营店，宣传、销售

淮滨农特产品。

暖心服务。鼓励家政、健康等服

务业开发或利用现有手机App平台，

让居民足不出户享受服务；组织县农

产品企业对接电商平台开展扶贫产

品展销行动，充分利用中国社会扶贫

网河南特色扶贫馆、供销 e家扶贫

832平台、河南农购网等平台优势，扩

大淮滨县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目

前，该县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河南特色

扶贫产品展销中，已提交上架申请产

品数22个，提交申请供应商数5个。

“淮滨县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万人助万企’工作的全覆盖，尤其是

在去年‘一联三帮’和民营经济‘两个

健康’行动的基础上，成效明显。此

次商务局所解决的几个问题在解决

办法、途径、效果和企业满意度上做

得都很好！”信阳市“万人助万企”第七

服务工作组组长梅建新告诉记者。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雨
柔)“疫情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防疫

物资储备情况如何?”7月31日晚，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纪工委疫情防控

督导组不打招呼，直奔黑龙潭镇、姬石

镇进行现场督导。

疫情就是命令。该区纪工委迅速

行动，全面围绕区党工委“55335”工作

要求开展全区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成立

两个专项督导组，围绕流调溯源、管控措

施落实、疫苗接种、冷链物流、物资储备、

核酸检测等重点工作，围绕值班值守制

度、日调度值班制度、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首推负责制、快速反应制度“五项制

度”扎实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

在此基础上，全区通过电话、线上、

信访平台等方式24小时受理疫情信访

举报，严查疫情防控期间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

题。疫情防控应急响应以来，该区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9次，对全区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全覆盖摸排，查摆问题10条，当

场整改7条，未销号问题建立台账、限期

整改，以强有力的监督确保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纪检监

察干部必须到防疫一线靠前监督，作为

‘监控探头’，及时反馈堵点难点，严查

违反疫情防控纪律、不担当不作为、失

职渎职等典型问题，为基层疫情防控纾

困解难。”该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赵洪亮说。

喜报！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多批次录取分数再创新高

荥阳公交司机牛跃虎
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五项制度”共建防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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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护士衣服拧出水！

（上接第一版）

长时间被汗水浸泡，一天下来医护

人员脚和手指都会被浸泡得发白、发皱，

身上起满痱子，奇痒难耐。为了多采集

一名群众的核酸，每天，医护人员都尽量

少吃饭、不喝水。“这样就能减少去厕所

的次数。”负责人路卫平擦了一把脸颊上

的汗水说，“只要能让广大群众身体健

康，早日消灭新冠肺炎，我们这点苦和累

不算啥！”

医护人员的辛苦也牵动着太康广大

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的心。天气炎热，听

说医护人员每天需要用大量冰块降温，

太康县好人协会、河南碧海食品有限公

司、浪浪户外等迅速行动，有的送冰块，

有的送雪糕，还有的冒着酷暑在现场维

持秩序。

“有广大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的大

力支持，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一定很快就

能消灭。”闫云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