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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校自主招生6月 10日
启幕。今年，全国 90所试点高校有自主招生资格，
其中77所高校面向全国招生，包括我省郑州大学在
内的13所高校面向其所在省份招生。

根据安排，今年各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时间
大多集中在 6月 10日~22日，不少学校都选择 6月
10日和11日开考。

作为我省唯一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郑州
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全省选拔 90名具有学科特长和
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较去年的
190人缩水一半还多。郑大自主招生体育测试将于
6月 15日在该校主校区进行，测试结果将作为录取
的重要参考；学科测试定于6月16日进行。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被称为“自主招生史上
最严格的规定”——《关于做好 2019年高校自主招
生工作的通知》，从招生政策、招生程序、加强监管等
方面提出了规范高校自主招生的“十严格”要求。

各试点高校随后陆续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与
去年相比，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明显趋严，招生规
模下降、报名门槛提高、分值优惠降低、增加体育
测试。在录取优惠方面，各高校均在往年的基础上
进一步降低了给予自主招生考生的优惠分值，一般
不超过 20分。在体育测试方面，复旦大学等 50多
所高校把体育测试合格作为获取自主招生资格的
门槛，其余高校明确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体育测试
成绩优异者。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打开平顶
山市“智慧卫监”综合大数据平台，
电子屏幕上，宾馆布草间消毒情
况、医院医疗废物处置情况、饮用
水水质等相关监测数据一目了
然。“消毒是否规范，空气质量如
何，水质是否达标，通过该系统，都
可以实时监测。”6月 11日，平顶山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我省开展“智慧卫监”建
设的一个缩影。当天，全省卫生健
康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暨“智慧卫
监”试点工作启动会在平顶山召开，
全省“智慧卫监”试点工作在平顶
山、鹤壁、新乡等 10个试点地区同

步展开，我省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也
将开启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模式。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也是卫生健康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卫生监督执
法常常面临许多尴尬：执法过程
中，证据不能及时固定，记录不规
范、不完整，卫生监督关键信息存
在壁垒……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省积极探
索“互联网+监管”新手段，先后出
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全
过程记录管理办法（试行）》《河南
省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操作指南》，建设“卫生健康行政执
法全过程记录”信息系统，探索运
用信息化手段辅助实现卫生健康
行政执法全程留痕、可追溯。目前
全省已实现移动执法终端使用全
覆盖，建成了省级平台电子签章认
证系统，完成了传统执法模式向现

代化执法模式的跨越转变。
同时，作为我省探索利用信息

手段创新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
为，提高执法效能，“智慧卫监”将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
于卫生监督执法实践，推动执法信
息互联互通共享，解决“信息孤
岛”，实现对卫生监督执法活动的
即时性、过程性、系统性管理，让公
众获取公开透明、方便快捷的执法
服务。

据了解，我省将于今年年底前
完成“智慧卫监”建设工作，2020
年年底前实现“卫生健康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系统全省全覆盖，打
造集在线监测、在线监控、移动执
法、远程交互、快速反应于一体的
全方位、立体化现代卫生健康执法
新格局，引领和带动全省卫生监督
信息化建设，助力全省卫生监督事
业发展。③4

就是将大数据、云计算、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
应用于卫生监督执法实践，推进
执法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实现对
卫生监督执法活动的即时性、过
程性、系统性管理，提高执法效
能和精准化管理水平。

什么是
“智慧卫监”

郑州市 平顶山市 鹤壁市
新乡市 新郑市 宝丰县
郏 县 林州市 临颍县
平桥区
“智慧卫监”试点建设周期

为两年，2020年年底前各试点
单位全部完成建设工作。

我省10个
试点地区

◎职业场所远程监控

◎饮用水在线监测预警

◎医疗废物在线监控

◎放射卫生在线监测监控

“智慧卫监”
智能运用

文字整理/冯军福 制图/刘竞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 11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2019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以下简称“特岗计划”）实施工作已启动。
今年我省将招聘 1.58万名特岗教师，年人均补助标
准从3.16万元提高到3.52万元。

今年中央“特岗计划”分配我省招聘名额 9800
名，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名额 6000名。申报

“特岗计划”的设岗县（市），必须是教师总体缺编、结
构性矛盾突出的县（市），重点加强乡村学校教师补
充，优先满足村小、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加强体
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补充，招
聘向本地生源倾斜。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严格按照教师岗位设置要求
招聘教师，不得将特岗教师安排在非乡镇及以下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或非教师岗位；落实好各项待遇，
确保特岗教师在工资、职称评聘等方面与当地公办
学校教师同等对待，从 2018年 7月 1日起提高特岗
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加强特岗教师培训，尤其是针
对非师范专业毕业生，做好入职前师德教育与教学
培训。招聘工作应于 8月底完成，确保新录用特岗
教师秋季开学时按时到岗。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11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河南省2019年普通高招网上志愿填报模
拟演练将于6月13日至15日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
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志愿填
报模拟演练。

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范围为所有参
加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含对口
生、专升本考生），已被高职院校等单独招生录取的
考生不再参加本次模拟演练。

所有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
拟演练，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考生要妥善保管个人
相关信息及密码，确保信息安全。如丢失密码，可通
过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的“忘记密码”
功能进行登录密码重置，或由考生本人持身份证原
件到所在市、县（区）招办办理密码重置手续。

本次模拟演练所使用的有关高校招生计划、合
格成绩信息等数据均为模拟数据，仅用于本次演练，
与正式填报志愿不同。本次演练没有安排志愿表打
印和签字程序。③4

执法全程可追溯 在线监测更透明

我省卫生监督有了“千里眼”

高考志愿咋填报

明天起可模拟演练

高校自主招生启幕
郑大拟招90人

教育

我省将招聘
特岗教师1.58万名
年人均补助标准涨了3600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李红忠

6月 10日傍晚，68岁的范县龙王
庄镇田柳寺村村民李文广坐在村里新
建的篮球场旁，看着孙子投球得分，笑
得合不拢嘴。

田柳寺村原来是龙王庄镇有名的
贫困村。如今，这个村子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村内几处常年堆放的垃圾不见
了，这些地方变成了有花有草有步砖
的小游园；文化广场修好了，新建了舞
台、篮球场，设置了乒乓球桌、象棋桌；
废弃的芦苇坑消失了，“变身”标准化
的养鱼基地……

据田柳寺村驻村第一书记田文娟
介绍，近年来，针对该村基础设施薄
弱、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人均收入不高
等状况，村里协调相关部门筹资 150

余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坑塘治理
和产业发展。目前，田柳寺村共建设3
个小游园 1500平方米、人居环境整治
39户、新栽植绿化树木3000余棵。

“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村西侧投建了 4座实验棚种植草菇和
蒜黄，建设占地15亩的生态养鹅基地，
带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田文娟说。

田柳寺村之变，是龙王庄镇大步
前行的一个缩影。龙王庄镇按照“党
建引领、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工业主
导、农业固基、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的
工作思路，坚持以脱贫攻坚为统领，以
打造范县东部经济重镇为目标，把强
镇和富民统一起来，把镇域和乡村贯
通起来，带动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形成
了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2018年以来，龙王庄镇完成了总投
资1600万元的农田水利万亩方建设，新
打机井280眼，新修渠道15公里、桥涵

25座，极大改善了群众生产条件。投资
150万元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拆除残垣断壁 4500 米、危旧房屋
260座、露天厕所23座、废弃猪牛栏12
个，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提升。

依托范县确定的农业发展“五大产
业”，龙王庄镇投资1000万元新建张楼
双孢菇种植基地，投资1500万元新建龙
东小龙虾养殖基地1300亩，加快推进农
产品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不
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探索
出一条农业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高质量发展是大形势、大格局、
大逻辑。龙王庄镇将抓住机遇，继续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龙王庄镇镇长
李涛说。

乡村振兴的濮阳实践

范县龙王庄镇：发展高质量 振兴有希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李红忠

挪穷窝，才能拔穷根。
“就像做梦一样，咱滩区老百姓世

世代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6月 10
日，在范县张庄乡千安社区，曾在黄河
滩区生活了 50 多年的前房村村民房
爱仓高兴地说。

在房爱仓的记忆中，曾经有过“黄
河三年两决口”的情形。为了降低洪
患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长期以来，滩
区群众习惯于在十几米高的土基上盖
房子。多数群众为了省钱，从孩子一
生下来，就利用农闲时间，用小推车推
土为下辈人垫地基，少则七八年，多则
十几年，辈辈还不起建房债。

2016年 7月，房爱仓同前房村、双
庙朱村等 5 个滩区村的 4000 余名村
民，一起搬进了范县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张庄乡试点工程“千安社区”，“滩区
人”从此成为“千安人”。

“我在木业园区上班，现在每月工
资有 5000多元，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和
孩子。能在家门口打工，很幸福！”社
区居民苑小华乐呵呵地说。

夜幕下的社区广场，早成了最热
闹的“舞台”。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嬉戏
打闹，父母们一边健身一边闲聊，而老
年人组成的广场舞队伍最为“抢眼”。

“扶贫迁建事关滩区群众与全省、
全国人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
局。”张庄乡党委书记高自刚说，群众
从滩区搬出来入住新居之后，第一要
务就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通过招商引资，从京津冀转移而来
的14家木材加工企业入驻木业园区，成

为千安社区居民就业的首选。在乡政府
驻地及社区附近，新建的宾馆、超市等产
业，也拓展了社区居民的就业渠道。

据介绍，目前，河南省 2017 年—
2019年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项目正在紧
张施工，张庄乡的田老庄、后刘楼、蒋
庄等 9个滩区村的 8000余名群众，将
在项目完成后完成搬迁。该项目选址
在乡政府驻地白杨社区附近，规划建
设住宅楼 101 栋、2070 套，建筑面积
29.1 万平方米，将成为滩区群众幸福
长远的新家园。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高
自刚表示，“按照规划，未来张庄乡政
府驻地居民将达到 2.5 万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超过 50%，我们将继续加
强乡村振兴工作的顶层设计，彻底打
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共生
共荣发展。”

范县张庄乡：滩区迁建 幸福长远

□张光辉 摄影报道

6月 11日，洛阳市首家乡村驿站——
洛龙区李楼镇夏庄村乡村驿站建成开放。
该驿站由村民之家、夏荷书屋、荷园超市、
文明伊渡、荷塘小品等功能主体构成，为村
民提供休闲、学习、服务的共享空间。

结合村庄实际情况，乡村驿站集纳了
政务便民、服务咨询和文化展示等内容，在
功能上有了新的扩展和延伸，让村民驻足
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民生

“温度”。⑨3

乡村驿站的民生“温度”

高招

本报讯（记者 卢松）6 月 11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 5
月底，我省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
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信息系统审定的残
疾人“两项补贴”对象共 1910505
人，是全国网上审核认定“两项补
贴”人数最多，补贴资金按时发放到
县（市、区）最多的省份。

据了解，今年2月份，我省成为
第二批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
系统上线运行省份。系统运行以来，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高度重视，加强组
织协调，有序做好分级部署、组织培
训和技术服务等工作，各县（市、区）
残疾人申请、复核、审定工作全部实
现了在线受理，切实保障了残疾人

“两项补贴”资金的精准发放。
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

统平台最新结果显示，截至5月底，
我省已审定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对
象中，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
对象有 805374 人，享受重度残疾
人 护 理 补 贴 的 对 象 有 1105131
人。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统计，我
省的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运
行管理工作综合排名全国第一。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残
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的运行，
提高了“两项补贴”申请、审核、发放
效率和管理水平，为实现精准识别、
精准登记、精准服务与管理奠定了
良好基础。

据悉，我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均为
每人每月不低于60元。③4

我省190多万
残疾人领“两项补贴”

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图/王伟宾

上图：夏庄
村游园内的乡村
驿站。

右图：村里
的孩子们在书屋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