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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规定动作”到位
失信企业或个人可移出“黑名单”
▶俗话说：
“诚信是金，道德是银。
”如今，信用已成为我们对外活动的第二张身份证，信
用记录如果有污点，也就意味着在很多方面有了限制。昨天，郑州市东风路信息学院
路街头，来自金水区的失信企业或个人，身穿“金水执法志愿服务”服装，从事城市管理
协助工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洗白”污点。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萍
失信企业或个人可修复信用
今年 1 月，郑州市城管
局印发《郑州市城市管理领
域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对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相对
人进行守信认定、奖励，
失信
认定、惩戒和管理。失信行
为采用累计计分制的办法认
定，对一年内单位、个人的失
信行为计分值累计计分达到
2 分未达到 4 分的，列为一般

失信行为；达到 4 分未达到 6
分的，列为较重失信行为；
达
到 6 分及以上的，列为严重
失信行为。列入
“黑名单”
的
失信企业和个人在招投标、
评优评先等方面，将受到影
响。因此，进行信用修复的
单位也逐渐增多。
为此，金水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探索一套修复信用的

模式，给失信单位提供帮助
和修复信用救济渠道。修复
单位要完成四个规定动作:
一是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
不利影响；二是提交信用修
复承诺书，三是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四是经金水区执法
局审核符合条件提交书面意
见，方可去市城管局进行信
用修复。

金水区首推城管领域“信用修复”渠道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
金水执法志愿服务活动，也
是在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城市
管理领域信用修复的首次大
胆尝试，鼓励失信单位通过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方式，
换取诚信积分，将个人行为

与城市发展结合，为失信人
提供改正错误、重塑信用的
机会。
当天活动共分为三个部
分：首先安排失信单位参加
信用修复说明会，告知信用
修复基本流程；其次实地参
观，因本次失信修复单位多

为建筑施工单位，故安排失
信单位项目负责人学习工地
扬尘防治先进经验，了解相
关法律法规内容；最后安排
失信单位参加金水执法志愿
服务活动，通过协助执法人
员工作获取诚信积分，兑换
消除失信积分。

河南 190 余万残疾人领“两项补贴”
网上审核认定人数全国最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综合排名全国第一。
王姝
我省是第二批全国残疾
日前，记者从河南省民 人
“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上线
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 运行省份，系统运行以来，
各
进处了解到，截至 5 月底，河 县市区残疾人申请、复核、审
南省已审定残疾人两项补贴 定工作 全 部实现了在线 受
1910505 人，其中审定困难 理，切实保障了全国残疾人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805374 “两项补贴”
信息系统上线平
人，审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稳运行和残疾人
“两项补贴”
贴 1105131 人。
资金的精准发放。
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统
残疾人
“两项补贴”
信息
计，河南省是全国网上审核 系统的运行，提高了
“两项补
认定“两项补贴”人数最多， 贴”申请、审核、发放效率和
补贴资金按时发放到县市区 管理水平，推进了残疾人
“两
最多的省份，
残疾人
“两项补 项补贴”政策落地落实。
贴”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工作
根据《河南省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实施办法》，残疾人两
项补贴标准均不低于 60 元/
人/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
长期照护需求统筹确定和适
时调整。有条件的地方可按
照残疾人的困难程度制定分
档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
准。两项补贴采取现金形式
按月发放。有条件的地方可
根据实际情况划分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类别和标准,也
可采取凭据报销或政府购买
服务形式发放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南京大学牵手河南 助力乡村振兴
贫困学子可获专项助学金 5000 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昨天，河南省教育厅、南
京大学在郑州联合召开“加
强省校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
研讨会。南京大学与省教育
厅签署《贫困专项学生发展
计划战略合作协议》，南京大
学将增加在我省贫困专项计
划数量，设立贫困专项新生
助学金等措施，支持河南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今年我省考生突破百
万，农村贫困考生人数多，
“一先一后一多”
的特点尤为

显著。为让寒门学子有更多
进名校的机会，南京大学推
出贫困专项学生发展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
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表
示，除了今年起连续三年增
加在我 省 的贫困专项计 划
数，设立贫困专项助学金，
提
升生源发展质量也是贫困学
生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
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处
长龚跃介绍：
“通过贫困专项
计划进来的同学，入学之初
学校就颁发专项助学金
5000 元。”龚跃说，鼓励和组

织河南籍同学到河南的中学
进行成长报告、社会实践等
一系列工作；
今年开始，
连续
三年分批次遴选河南骨干教
师到南京大学培训。
针对以往名校毕业生大
部分流向外地的情况，这次
南京大学与我省签署的战略
协议中，还提出了南大优才
引进政策。龚跃表示：
“今
后，南京大学将和河南的组
织部门、人事部门、教育部
门、劳动部门加强联系，
通过
各种政策，让河南考生能回
到河南建设家乡。
”

河科大今年计划在豫招生 8283 人
新增 2 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张静
昨天，记者从河南科技
大学招生办获悉，今年，该
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
生 10581 人，河南省内计划
招生 8283 人。普通本科新
增两个专业。计划招生的
8283 人中，普通本科全部
按照本科一批招生，
共计划
招 5036 人 ，本 科 二 批 次
1560 人，艺术专业本科 A
段 167 人，体育专业本科批
80 人 ，国 家 专 项 本 科 批
150 人 ，地 方 专 项 本 科 批
90 人及专升本批 1200 人。
今年，该校新增农业工
程类招生，全校共有 29 个
专业按 13 个专业类招生。
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时，
将专
业类视作一个专业填报即

可。需要注意的是，
今年河
南科技大学普通本科新增
机器人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2 个专业，其中，机器人工
程计划招生 60 人，农业水
利工程与农业机械化及其
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专业合
并按农业工程类招生，
计划
招生 160 人。
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
经教育部批准，
今年新增与
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合作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计划招
生 120 人；联合办学方面，
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培养应用型本科项目
新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计划招生 30 人；专升本
方面，
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
程学院新增专升本会计学
专业招生，
计划招生 40 人。

郑州航院今年计划招生 8020 人
1800 名新生将进入蓝天书院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张静
昨天，
郑州航院招生计
划出炉，今年计划招 8020
人，包括普通本科 6820 人
（其中，河南 4259 人），普通
专科 200 人（河南 130 人），
专升本 1000 人。另外，少
数民族预科班计划招 112
人，
只面向河南招生。
今年学校新增功能材
料专业，
普通本科招生专业
达到 61 个。部分本科专业
按大类招生，
17 个大类共涵
盖48个专业，
考生填报高考
志愿时，
将大类视作一个专
业填报即可。需要提醒考生
的是，
一些专业对考生的单
科成绩或身体条件有要求，
譬如，会计学（CIMA 方向）
和会计学（ACCA 方向）要
求考生的高考英语成绩须达
到 110 分及以上（满分 150
分），考虑到飞行器动力工

程专业就业性质的原因，
色
盲、色弱或身体患有残疾的
考生须谨慎填报。另外，
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只录取填
报有此类项目专业志愿的
考生。
书院制办学是郑州航
院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有益探索，
今年该校
7 个大类拟招 1800 名左右
新生 ，进入蓝天书院 。 据
悉，
蓝天书院以培养人格健
全、视野开阔、具有家国情
怀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
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将通
过实施导师制 ，在生涯规
划、课程学习、课外阅读、科
学研究、创新创业、人生价
值实现等方面为学生进行
悉心指导，
同时通过举办校
内外名家讲学，
使学生接受
文化传承、艺术审美、经典
传播、创新探索等方面的高
品质通识教育。

■一句话新闻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自 7 月 10 日零时起，该集团公司将启
用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郑州往返香港新增
一趟高铁。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雅平 通讯员 赵晶晶

◎昨晚，
“梅菊醉”——王振＆坂田梁山中日
艺术交流音乐会在河南博物院上演。两位艺术
家通过多首乐曲，展现失传千年乐器尺八的优美
音色和中国传统古乐的优雅精妙。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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