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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4月21日提
醒我市中职考生，省教育厅日
前公布我省 2022 年普通高等
学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简称“对口招生”）政策。
今年共有 110所院校参与我省
对口招生，其中本科层次 12
所，专科层次98所。河南质量
工程职业学院、平顶山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平顶山职业技术
学院、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均参
与招生。

按照要求，今年我省对口
招生面向具有我省中等职业学
校学籍的 2022 年应届中职毕
业生进行，非豫户籍一年制中
职毕业生（随迁子女除外）不得
参加我省对口招生。对违规在
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同时注册

学籍的考生和在 2022 年 6 月
30日前未按时获得河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资格或毕业
证书的中职毕业生，取消其
2022 年对口招生报名、考试、
录取资格。对口招生专业必
须是经审批或备案设置的专
业，考生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
应符合有关对照表中中职学校
专业名称和报考高校专业名称
对照关系。

对口本科招生和专科招生
考试使用同一试卷，同一专业
或项目的测试采用相同的方式
和标准。普通类专业、体育类
专业、音乐类专业、美术类专
业、学前教育（原幼师类）专业
的考试科目和分值、考试方式
均已经确定，考生可登录省市
教育部门官网查询。

对口本、专科录取工作与

普通高考本、专科提前批同时
进行，省教育考试院将分专业
类别划定全省最低控制分数
线，按照考生志愿在最低控制
线上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投
档，由招生学校按照录取规则、
专业招生计划，择优录取。拟
录取的考生名单经省教育考试
院备案后，由招生高校发放录
取通知书。新生入学后，与统
一高考同一专业录取的学生享
受同等待遇，其学费、住宿费等
执行同样的标准。学生在普通
高校学习期间，修完或提前修
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
绩合格或获得毕业所要求的学
分，准予毕业或提前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后按照国家有关毕业生就
业政策自主择业。

我省110所院校参与对口招生
两类考生取消报考资格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4月 21日上午，记
者从高新区遵化店镇政府了解
到，遵化店镇政府疫情防控指
挥部创建微信链接，由在外人
员通过链接向家乡反馈个人信
息，从而为全镇精准防范疫情
传播提供信息支援。截至当天
下午4时，遵化店镇982名在外
人员向家乡传回个人健康状
况、当前位置、近期有无返乡计
划等个人信息。

据遵化店镇纪委书记刘帅
举介绍，遵化店镇24个行政村
在外务工、经商或求学等各类
人员2000多人。此前，为筑牢
疫情防控屏障，各行政村干部

定期通过电话或微信与在外
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对方及其
随行人员的去向等信息，同时
向他们传递家乡最新的疫情
防控政策与要求，但这样免不
了会打扰在外人员的正常工
作、生活。

4 月 16 日，刘帅举参考学
生填报个人信息的方法，与镇
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一起
创建了一个微信链接并发送到
该镇一行政村在外人员微信群
中，请在外人员填写相关信息
后反馈到群里，效果不错。

4月 18日当天，遵化店镇
24 个行政村在外人员微信联
络群同时转发微信链接《遵化
店镇在（市）外人员健康情况

收集表》，请在外居民通过该
链接主动报备健康状况、当前
位置、近期有无返乡计划等相
关情况。当天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一共接收全镇 1276 份在
外人员信息，其中有71人 7日
内有返乡计划。遵化店镇、村
疫情防控指挥部对相关信息进
行筛选研判，对近期计划返乡
人员逐个联系再确认，精准做
好在外人员的跟踪、劝返和服
务工作。

“我已经是3天以来的第二
次填报了，仅用 1 分钟就完成
了。简单又方便，避免了重复
接听电话对工作、生活产生的
影响。”在广东省深圳市工作的
周湾村人宋志奇在微信中说。

在外人员线上反馈信息
遵化店镇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记者 曹晓雨

“你好，我们发现有人
在小区楼道里张贴小广
告。”4月21日上午，家住卫
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
的彭女士愤慨地打通了卫
东区创文办的电话，“我们
小区经过改造后，多么漂
亮、整洁，不能容忍这些人
在家门口乱贴小广告。”

接到彭女士的举报电
话后，工作人员当即联系卫
东区城管局、公安部门负责
同志前往现场。

15分钟后，在彭女士的
带领下，工作人员找到了正
在张贴“疏通下水道”小广
告的卢某。在彭女士等居
民的指认下，卢某承认了自
己违规张贴小广告的行为。

经过工作人员的批评
教育，卢某承认错误并当场
签订了承诺书。随后，在社

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卢某
彻底清理了东苑社区 13、
15、17、19、20号楼墙体上粘
贴的小广告。

“创文成果需大家共同
守护。如有居民因房屋租
赁等事宜确需张贴小广告，
可张贴在各小区的广告张
贴栏内。”卫东区创文办负
责人范庆杰介绍。

自 2021 年开始，卫东
区创文办抽调公安、城管、
市场监督等部门人员，成立
小广告治理专班，对违规张
贴小广告行为冒尖就打，并
在全区范围内一周一排名、
一周一总结。今年以来，该
区已教育惩治非法张贴小
广告从业者 88人。近日，
卫东区文明办又联合卫东
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开展
非法张贴小广告专项整治
行动，群众纷纷为其点赞。

谁贴谁清理 居民很满意
卫东区整治非法小广告有办法

●4月21日上午，平顶
山市妇女创业就业孵化中心
正式在市特色馆挂牌成立。
市妇联同时在特色馆内设立
了市巧媳妇基地特色产品展
柜和鹰城巧姐电商直播间，
帮助妇女掌握更多实用技
能，为乡村振兴汇聚巾帼力
量。 （燕亚男）

●为有效整合行政资
源，更好地服务社会群众，自
4月22日零时起，96119热线
撤销，其火灾隐患举报投诉
电话受理职能并入平顶山市
12345政务热线，119火警电
话继续使用。 （刘蓓）

●今年是酒驾入刑第
11年，4月21日，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印制倡议书和宣传海
报，深入市区各加油站、社

区、十字路口等处，向市民发
出倡议：珍爱生命，拒绝酒
驾。 （刘蓓）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
日，4月21日上午，市总工会
志愿者骑着共享电单车到市
区凌云路附近的湛河堤开展
捡拾垃圾等环保志愿服务活
动。 （吕占伟）

●4月21日下午，湛河
区南环路小学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思想教育相结合，
开展了以“珍爱地球你我同
行”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牛超 李向平）
●4月21日上午，市科

协、新华区科协联合新华区
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开展
了世界地球日科普宣传活
动。 （牛超）

新闻短波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上
午 10时整在我公司拍卖
厅 ，依法定程序对报废
设备一批进行公开拍卖
（保证金：20万元）。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
我公司获取。有意竞买
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及保证金，在规定时
间内到我公司办理拍卖
会 报 名 手 续 ，参 加 竞
买。竞买不成功或拍卖
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
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
息退还。

报 名 截 止 时 间 ：

2022 年 4 月 28 日 16时
止（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
户为准，逾期到达的，不
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4月
27 日至 4 月 28 日（正常
工作时间内）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
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 ：0375-
291293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
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司网址：www.ba-
ocaiauction.com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拍 卖 公 告

4月20日，市区开源路与和顺路交叉口，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从缀满粉色蔷薇花的街角路过。
近日，该路口种植的蔷薇到了盛花期，街头转角遇到美景，吸引路人驻足。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转角遇到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