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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人才交
流中心了解到，本周五 （7
月12日） 该中心将举办博爱
县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想
找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别忘了
去看看。

据了解，预计有70多家

单位参加此次招聘会，提供
岗位 1500 多个，涉及机械、
化工、电气、建筑、酒店、
旅游、市场营销、金融、餐
饮、计算机、财务、技工、
操作工等行业。

许明霞

周五有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500多个

昨日，
记者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根据
最新气象

资料分析，本周中后期我市以
多云天气为主，但气温较本周
前期有所提升。11日至12日
有阵雨，最高气温31℃。

我市今日至后天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11日，多云间
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
东风 2～3 级，气温 20℃～
30℃；12日，多云，部分地
区有阵雨，东北风 2～3 级，
气温21℃～31℃；13日，多
云间晴天，西南风 2～3 级，
气温22℃～33℃。 许明霞

本周中后期多云
今明两天有阵雨

本报讯（记者杜玲 实习生
孙双涵） 从现在起至今年年底，
市人大常委会对34个政府部门和
单位优化营商环境情况开展工作
评议。昨日，记者从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
次重点评议市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依法履职、政务服务、行政执法
和监督管理 4 个方面的情况，政
务服务类后 5 名、公共服务类最
后 1 名，将纳入市人大常委会跟
踪监督对象。

此次评议对象是，与营商环
境密切相关的 34 个部门和单位。
其中，政务服务类30个，分别是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市税务局、市住建
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交通局、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市司法局、市工信局、市
商务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市卫健委、市林业局、市中级法
院、焦作海关、市银保监分局、
市金融工作局、人行焦作市中心
支行、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气象局、市地震局、市人
防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文
物局）；公共服务类4个，分别是
焦作供电公司、市水务公司、中
裕燃气公司、中环寰慧热力公
司。

这次工作评议的重点包括：
依法履职情况，主要看各单位对
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是否有效落
实，任务是否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
为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是否存在；政务服务情况，主要
看各单位是否向社会作出了公开

承诺并落实到位，“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是
否存在，企业、群众对服务态度
与办事效率是否满意；行政执法
情况，主要看各单位是否存在乱
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以及粗暴
执法等情况，是否存在违反法定
程序和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
处罚以及以罚代管、以收代罚等
情况；监督管理情况，主要看各
单位对影响、损害营商环境的行
为是否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是
否存在向企业索拿卡要、到企业
报销费用、收受企业礼品礼金和
会员卡、接受宴请和游玩等行
为；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不
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是否拿出有
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这次工作评议，在评议方
法、排名方式、结果运用等方面
具有显著特点。”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葛探宇介绍，这次评议改变
了以往由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投票测评的办法，变为由全体市
人大代表评议、第三方问卷调
查、网络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等 3
种方式进行；排名方式更加精
准，改变了以往按“非常满意、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4 种
格次评议的办法，变为按“满
意、基本满意、不满意”3 种格
次进行，并增加了按代表评议占
比 55%、问卷调查占比 40%、网
络评议占比 5%的百分制折算排
名；结果运用更具有刚性，改变
了以往只进行一次满意度测评的
办法，变为对排名后 6 位的单位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第二次测评。

据悉，对评议情况以及评议
结果，市人大常委会将报送市
委，通报市政府、市纪委监委、
市委组织部，并在媒体进行公

告。对评议结果排名前10位的单
位进行通报表扬。对政务服务类
排名后 5 位、公共服务类排名最
后 1 位的单位，市人大常委会将
进行跟踪监督，并进行满意度评
价，对满意率低于 50%的单位，
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启
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或
撤职案等程序。对跟踪监督的 6
个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将在媒体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据介绍，开展这次工作评议
的目的是，监督和支持政府及有
关部门把工作重点聚焦到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上，聚焦到影响营
商环境的突出问题上，聚焦到加
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上，进一步提
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积极构
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营
造亲上加清的营商环境，助推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营商环境评议工作
对34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开展评议

政务服务类后5名、公共服务类最后1名，将作为市人大常委会跟踪监督对象

高招动态

据新华社天津7月10日
电（记者周润健）“头伏饺子
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7 月 12 日将迎来今年“三
伏”中初伏的第一天，这意
味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将逐渐成为天气“主角”，我

国大部分地区开启“蒸煮模
式”或“烧烤模式”。

“今年‘三伏’共计 40
天，7 月 12 日交初伏，7 月
22 日交中伏，8 月11 日交末
伏，8月21日出伏。”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

12日入伏 “桑拿”上线
“蒸煮”或“烧烤”模式开启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齐
中熙、宋昕桐）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0
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暑
期高峰日均增加客运能力26万个
席位，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
一步优化，铁路货运能力同步提
升。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列
车运行图调整，以满足暑期客流
旺季运输需求为重点,兼顾货运增

量需求。调整内容如下：
一 是 持 续 增 开 旅 客 列 车 。

全国铁路新投用一批复兴号动
车组，更多旅客将享受到复兴
号动车组优质服务。调图后，全
国铁路日常增开直通旅客列车
39 对，变更运行区段 54.5 对，
变更运行径路 16.5 对，其他调
整 85 对。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动
车组列车25对、变更运行区段2
对。

二是优化调整部分城市列车
始发、终到、经停车站，以满足

旅客需求、提高运输效率。
三是更多内地城市与香港实

现高铁联通。增开重庆西、天津
西、南宁东、肇庆东、汕头至香
港西九龙站动车组列车，增加遵
义、贵阳东、白洋淀、邯郸东、
岳阳东、衡阳东、梧州南、佛山
西等站办理直通香港客运业务，
内地与香港联通的高铁车站增至
58个。

四是南宁至广州、南宁至昆
明和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
区段列车运行时间大幅压缩。

全国铁路10日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李润生）日前，记者
跟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督导组对山
阳区部分工地进行暗访，发现多处环保
措施落实不到位。

点位一：墙北村拆迁工地。督导组
发现，该工地大面积建筑垃圾未覆盖，
工地道路未硬化，工地周围未设置围
挡，现场未见任何喷淋防尘设备。督
导组工作人员现场通报了属地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要求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立即进行整改。当日下午，督导组对

该工地进行回访时发现情况依旧，未
进行整改。

点位二：中原路（解放路—人民路
段）绿化工程工地。督导组发现，一辆
挖掘机正在进行土方作业，挖掘机冒着
黑烟，挖掘机旁边放着一台小型雾炮
机，由于距离远、出水量小，无法起到
抑尘作用。

点位三：昊华宇航氯碱分公司拆迁
工地。督导组发现，该工地散发出一股
刺鼻气味，大面积建筑垃圾未覆盖，已

覆盖的苫盖网风化破损严重，扬尘严
重。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督导组针对
以上问题，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立即整
改。本报将对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督
导组的回访情况进行跟踪采访。

山阳区部分工地环保措施落实不到位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547分，高
出河南省一本分数线 11 分！6 月 25
日，得知自己的这个成绩，武陟县谢旗
营镇程封村 18 岁的刘利娟却高兴不起
来。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父亲得知女儿
的这个成绩，欣慰地握着女儿的手，流
出了幸福的泪水。

两天后，刘利娟 70 岁的老父亲恋
恋不舍地丢下心爱的女儿和一身病的妻
子，留下一个一贫如洗的家走了，他的
后事还是亲戚们和村里的干部群众捐钱
办理的。

69 岁的母亲患有智力障碍和语言
障碍，还有心肺病，作为家中的独子，
刘利娟别无选择，她决定利用这个假期
打点零工，开学后带着妈妈去上大学。

由于父母年纪大身体不好，家境贫
寒，刘利娟自小就特别坚强懂事，刻
苦努力。初中、高中住校期间，为减
少家里开支，减轻父母的负担，她一
直靠勤工俭学换取生活费；每逢节假
日，都要喂牛养羊，下地干活。没有
文化的父亲也一再叮嘱心爱的女儿，
要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
的命运。

刘利娟的坚强和面临的困境引起
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谢旗营
镇政府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在刘利娟
母亲享受二级残疾补助的基础上，为
母女两人办理低保手续。同时，在征
得母女两人同意后，安排刘利娟的母
亲到附近的医养中心居住，解除她的

后顾之忧。7月8日下午，谢旗营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为刘利娟送去 5000 元慰
问金，为她申请了民政部门临时救助
金 2000 元。社会各界也为她捐助 5000
元左右的学费。

刘利娟的家庭状况也引起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平台的关注，他们决定联合
大河报授予刘利娟第296期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奖金2万元。

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极大地增强了
刘利娟继续求学改变命运的信心。了解
到国家对师范类大学生有补贴政策，刘
利娟决定报考离家近的河南师范大学，
到学校后继续勤工俭学，争取奖学金，
用优异的成绩和踏实的工作回报社会各
界的关爱，回报自己的家乡。

寒门学子刘利娟 欲带生病妈妈上大学
各界关爱解忧难 助其坚定信心报家乡

问题提出：李先生
问题陈述：我听说，小升初是按片区划分学

校，报名需要提供户口簿和房产证。但是现在我
家的房子已经卖掉，还没有买到新房，户口还是
原来房产的地址。请问，只有户口簿没有房产
证，孩子上初中有影响吗？如有影响，该怎么
办？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针对李先生提出的问题，记者近

日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根据《焦作市教育局关于
做好2019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规
定：本市常住户口的招生对象需提供户口簿和房
产证 （或不动产权证书）、“文化户口簿”（小学
毕业生）；户口与房产地址须一致，户主及房产
所有人须为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未
交付的房产、不具备基本生活居住条件的房产不
能作为学生入学依据。

该局工作人员提醒，如果户口所在地与实际
居住地不一致，请及时将户口迁到实际居住地。
如有疑问，请拨打市教育局电话（0391）2992821
咨询。

户口与房产地址不一致
对孩子小升初有影响吗

7 月 10 日，从河南省招
生办公室传出消息，2019年
教育部准予自主划定文化控
制分数线的艺术类院校在豫
本科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公
布。其中，位居文理科榜首的
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文科
466分、清华大学理科565分。

按照河南省2019年高招
艺术类专业招生规定，教育
部批准的独立设置的本科
艺术院校 （含参照独立设置
艺术高校执行的高校和专
业） 本科专业自行划定文化
分数线；其他所有高校艺术
类本、专科的文化课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由省招办
依据考生成绩和各类招生
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分类划定
本科 A 段、本科 B 段、专科
录取的专业分数线和文化分
数线。

据省招办负责人介绍，
按照专业成绩、文化成绩均

上线的原则，依据各校向省
招办报送的录取规则及相应
的综合排序分，按考生志愿
和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 （原
则上 1∶1.2 以内） 分专业或
专业组向高校提供考生电子
档案，由高校择优录取。

今年，有41所独立设置
艺术类本科院校在河南省招
生。文科中，浙江传媒学院
本科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最
高，为 466 分；理科中，清
华大学本科录取文化控制分
数线最高，为565分。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此
分数线是2019年教育部准予
自主划定文化控制分数线的
艺术类院校及专业在豫本科
录取最低文化控制分数线，
分专业详细控制线可登录有
关院校网站查询。其余校考
院校及专业执行河南省划定
的艺术类校考文化分数线
336分。 大 河

自主划线艺术院校
在豫本科录取分数线公布

招聘资讯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