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焦作市办公室
焦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焦作日报社

二、承办单位
焦作市摄影家协会

三、征集主题
全面征集我市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优秀摄影作品，尤其欢迎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焦作农业、
农村、农民“三农”新风采，体现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在农
村金融、普惠金融、民生金融发展中的新成就、新亮点等方
面的摄影作品。

四、征稿时间
征稿启事发布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五、作品奖励
1．比赛设收藏奖80幅，奖金各500元；特邀作品20幅，

奖金各500元；
2．所有获奖作品均颁发获奖荣誉证书；
3．获奖作品作为加入焦作市摄影家协会条件之一。

六、作品评选
自征稿启事发布起，分两个阶段进行评选，将于10月

中旬进行第一阶段评选，评出收藏奖摄影作品30幅，在焦
作市摄影家协会公众号公布，公布的作品即视为比赛入选
作品。征稿结束后于2021年年初最后终评，在第一阶段评
选的基础上再评选出收藏奖摄影作品50幅，特邀摄影作品
20幅。

七、作品展览
评选结束后将在焦作日报、市文联、农信社和焦作市摄

影家协会公众号展示。向市档案局、市地方志办赠送优秀摄
影作品集，永久存档。邀请新华社河南分社、河南日报、大河
报、河南省摄影家协会、河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及焦作日报、
焦作晚报、焦作日报新媒体中心等新闻媒体支持，并在各支
持媒体的新媒体刊发。

八、征稿细则
1．第一阶段于2020年9月30日截稿，并延续至第二阶段

的2020年12月31日截稿。彩色、黑白不限。组照为2~6幅。
2．作品仅可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及

构图剪裁，不能用电脑进行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
技术处理。

3．作品获奖后，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作品数据文件（胶
片自行扫描为数据文件），作者务必将数字文件在规定的时
间内向主办单位提交，逾期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入选获
奖资格。

4．对于获奖入选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
内，以展览、出版画册和复制、发行、放映、新媒体传播等方
式使用入展作品，并可不支付报酬。

5．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
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
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6．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不能参加评选。
7．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承办单位。凡投稿者，即视

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

九、投稿方式
本次大赛只接受网络投稿。投稿作品为jpg格式，图片

统一处理为长边1000像素，文件大小控制在2MB以内。每
幅作品投稿时均需以“姓名+作品名称+拍摄地点+联系方
式”的形式重命名。新闻摄影作品，需附100字以内的简要
图片说明。

网络投稿邮箱：jzsyjxh06@163.com
（邮件请注明：“活力农信·三农风采”主题摄影比赛投稿）。

十、联系人
农信办联系人：杨英杰17703910528
焦作市摄影家协会联系人：范 炜13839119332

刘玉安13939199114
宋建章13839163389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焦作市办公室
焦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焦作日报社
焦作市摄影家协会

2020年9月9日

——主题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学湖州晋江、促

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持续建设“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经研究决定举办焦作市“活力农信·三农风采”主题摄影比赛，面向全市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全
体会员及焦作农信办（各行社）员工征集相关主题优秀摄影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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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昨日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根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9 月
15日我市有小雨，其他时间
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受弱
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
降。本周极端最高气温31℃
左右。

本周我市具体天气预报
如下：9 月 15 日，小雨转多
云 ， 偏 西 风 3 级 ， 气 温

19℃～29℃；9 月 16 日，多
云间晴，偏西风 3 级，气温
17℃～30℃；9 月 17 日，多
云间晴，偏西风2级至3级，
气 温 17℃ ～30℃ ； 9 月 18
日，晴间多云，偏西风 2 级
至3级，气温17℃～31℃；9
月19日，晴间多云，东北风
3 级 至 4 级 ， 气 温 16℃ ～
30℃；9 月 20 日，多云，东
北 风 3 级 至 4 级 ， 气 温
16℃～29℃。

李 秋

本周我市
以多云天气为主

2020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
生考试报名，我省首次将网
上报名分考生网上输入报名
信息和报名信息现场确认两
个阶段进行。记者昨日从市
招生考试中心获悉，报名信
息确认时间为 9 月 15 日 8 时
至9月21日18时。

广 大 考 生 要 严 格 按 照
《河南省 2020 年成人高校招
生组考防疫工作指南》 要
求，携带网报阶段自行打印
的《2020年河南省成人高校

招生疫情防控承诺书》，全程
佩戴口罩，按自己预约的时
间和选定的信息确认点，到
现场扫健康码、接受体温检
测，办理信息确认手续。

在我市报考成人高校招
生考试的省内异地、外省
（市、区）籍考生，在报名信
息确认时，除持有本人二代
居民身份证外，还应持当地
公安部门办理的“河南省居
住证”。请异地报考考生提前
作好准备。 仝伟平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
9月15日至21日确认报名信息

“今年，我市生源地助学贷
款工作全线飘红，实现了市局
和各县局全部优秀的目标。特
此报喜！”近日，一则喜报在市
教育局微信群炸开了锅，究竟
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如何做
到优秀率100%的呢?

据了解，我市去年办理2.19
万人，发放贷款1.493亿元。在
2019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考核中，我市考核优秀单位 8
个，优秀率达 73%。去年考核
后，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就订下
2020年必须实现全部优秀的目
标。然而，全部优秀的目标不是
鼓励各县（市）区无原则的发放
贷款，而是更加强化“应贷尽
贷，拒贷有据”的工作理念。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严格
生源地助学贷款等助学申请程
序，在贫困学生认定上下功
夫，既要保障贫困学子享受政
府贴息助学贷款权利，又不让
不符合贷款资格的大学生钻政
策的空子。”市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主任张海峰斩钉截铁地说。

今年 8 月底，博爱县阳庙
镇苏家作乡吉庄小学在职教师
贺某的女儿邱某向该中心提出
办理生源地贷款的申请，申请
表上显示其母亲为教师，年收
入 5 万元，且没有什么因素影
响家庭收入。

当工作人员说明她不具备
生源地贷款条件时，邱某坚称为
了减轻家庭负担，执意要申请生
源地贷款。对此，该中心主任张
海峰一行 3 人组成生源地贷款

“流动认定小组”，对该生的家庭
经济情况进行实地认定。

经调查得知，贺某是一名
正式在编教师，中级中小学一
级职称，年收入近10万元，家
里不仅有一套 143 平方米的商
品房，还有一辆电动汽车，孩
子父亲靠打零工，也有一定收
入。前不久因儿子结婚，花去
了不少积蓄，所以懂事的女儿
想通过办理生源地贷款以减轻
家庭经济负担。

流动认定小组首先对邱某
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申请生源
地贷款这一做法大加赞赏,同时

又向邱某和家人讲解了生源地
贷款的申请条件和用途。随
后，邱某及家人当场表示放弃
生源地贷款申请，并写了自愿
放弃生源地贷款的情况说明书。

据悉，生源地助学贷款是
面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
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
放，为了帮助贫困生能顺利完
成学业而开设，是有一定名额
和贷款总数限制。本着对贫困
生负责的原则，不允许非贫困
生贷款，除非学生家里发生大
的变故，生活暂时得不到保障。

今年年初以来，市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成立以资助中心主
任为组长的“流动认定小组”，
对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实地核
查；制定严格的审核制度，对贷
款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认真规
范的审核，尤其是对大学生首贷
学生填写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申请表”，逐条对照，逐条核
实；设立“周三主任接待日”制
度，对贷款办理过程中出现的特
殊情况和问题进行统一处理，
利用主任接待日解决“疑难杂
症”。

在市教育局党组的正确领
导和各县 （市） 区资助中心的
密切配合下，我市生源地贷款
工作在全省2020年生源地助学
贷款工作考核中实现了市局和
各县局全部优秀的目标。这也
是自2013年生源地贷款工作考
核以来，我市首次实现贷款考
核工作优秀率100%，标志着我
市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有了历史
性突破。

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共办
理贷款合同 18524 人，贷款金
额1.33亿元。“确保实现贫困生
生源地助学贷款一个都不能少
很难，而实现一个都不能多更
难。只有应贷尽贷、拒贷有
据，才能把有限的国家政策性
贷款用在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
身上。”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井元锋说。 （焦资育）

应贷尽贷 拒贷有据

我市首次实现生源地助学
贷款考核工作优秀率100％

本报讯（记者杜玲）今年我市城区公租房申
报工作截至9月25日结束。近期，社会上流传着
这样的“公租房代办”消息：“找熟人帮忙就能
取得公租房资格，甚至还能分配到你想要的某
一套公租房……”此则消息吸引了部分住房困
难群众的关注。经市住房保障部门核实，这些
消息为诈骗信息，是不法分子以此为由索取高
额好处费，广大群众一定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受骗。

为进一步提高大家识别骗局的能力，昨日，
记者到市住房保障中心进行采访，现将“公租房
代办”中的骗局逐一揭露。

骗局一：公租房申请可以代办
“公租房代办”消息中，承诺可以花钱代办

公租房申请。
真相揭露：我市公租房申报工作有严格、完

善的条件和程序，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条件
符合，申请对象只需将公租房申请资料递交居住
地社区即可，后续的资格审核由社区、街道及住
房保障部门完成。申请人取得住房保障资格后，
还需通过摇号等程序，摇中后方可获得公租房。

此外，各级审计部门定期对公租房资格进行
审计核查，将不符合公租房资格的家庭予以清
退。因此，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想花钱经代办通
过申请，是不可能的。

骗局二：可以决定摇号结果
“公租房代办”消息中，提到可以通过运

作，确保在摇号环节中“中签”，申请到“自己
想要的那套公共租房”。

真相揭露：我市公租房分配采取按摇号顺序
自主选房的方式进行，整个分配过程阳光透明。
在以电脑摇号方式分配公租房时，市住房保障中
心会邀请公证处在摇号前对摇号设备进行检查和
封存，在分配现场当众开启设备进行摇号，住房
保障家庭申请人先按照顺序各自摇出自己的选房
顺序号，再按顺序选房，选房结果由工作人员现
场及时公布，公租房摇号、分配、选房均由公证
处全程监督公证。同时，分配现场还会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申请人等进行监
督，确保了分配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因摇号
结果由电脑随机生成，申请人是否“中签”为随
机事件，与骗子的“运作”无关。骗子常常通过
赌概率的方式诈骗申请人的钱财。

市住房保障中心提醒：以上是“公租房代
办”骗局中常用诈骗手法，希望广大群众擦亮眼
睛，保持警惕，万不可相信所谓的“公租房代
办”骗局，不能因贪图“捷径”而吃大亏。

找熟人花钱
就能申请到公租房？
市住房保障部门：
“公租房代办”纯属骗局！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在很多读者眼里，焦作日报是他们的
良师益友，对他们的工作、学习都有帮
助。要不是读者刘松梅讲起她的故事，您
肯定想不到，焦作日报竟能成就一段异地
姻缘。

刘松梅和丈夫能走到一起，焦作日报
就是“红娘”。

小伙儿把焦作日报剪报
寄给心仪姑娘

刘松梅今年68岁，上世纪80年代初
是我省南阳市唐河县一所农村学校的民办
教师。

有一天，一个小伙儿，从焦作回唐河

县老家相亲，没相中相亲的姑娘，却看中
了路上遇到的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姑娘。媒
人告诉小伙儿，这个姑娘叫刘松梅。

为了能娶到刘松梅，回到焦作的小伙
儿三天两头给刘松梅写信。

“信中，经常夹着从焦作日报剪下来
的图片，记得有人民公园、王封电影院、
李封矿、百货大楼的图片，并告诉我焦作
越来越美。”9月13日，刘松梅回忆起当
年的情景，幸福写在脸上。

小伙儿很有诚意，加上信中把焦作介
绍得如此之美，刘松梅心动了。

当小伙儿表达要和刘松梅成一家人的
想法后，刘松梅和父亲踏上前往焦作的火
车，想亲眼看看焦作到底啥样。

“这里就是好，比咱老家强，有公交
车，有百货楼，小伙儿还勤快。闺女，你
嫁给他，爹放心。”刘松梅的父亲说。

就这样，异地恋修成正果。

焦作日报的报道
促成一家人团圆

因为工作原因，结婚后，刘松梅和丈
夫依然两地分居。

当年，刘松梅只要再熬两年，就能转
正成为公办教师。这是刘松梅多年的心
愿，她带着孩子在老家，等着转正。

每逢节假日，刘松梅才来焦作和丈
夫团聚，两个人都渴望早日结束两地奔
波的生活。可为了转正，刘松梅还想再
等等。

有一次，她在李封矿的宣传栏里看到
焦作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面说，焦作

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是正发展中的城
市，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渴望有志之士加
入到焦作建设中来。

看到这篇报道，刘松梅心潮澎湃：这
样一方热土，渴望四面八方的人才来建
设，自己的丈夫就是焦作的一员，自己何
不加入进来，一起在焦作建功立业？

就这样，刘松梅放弃了很快就唾手可
得的公办教师编制，辞掉工作，来到焦
作，和丈夫并肩奋斗。

无巧不成书。十几年前，刘松梅在外
地上班的儿子，看到焦作晚报刊登的招聘
广告，在焦作一家企业成功应聘，结束了
和女友的异地恋，最终结为秦晋之好。如
今，刘松梅的儿子已有两个孩子，一家人
其乐融融。

焦作日报成为
事业上的一盏明灯

来焦作工作后，刘松梅工作之余就天
天读焦作日报。

在刘松梅眼里，焦作日报就是她的
“精神导师”。她喜欢看报纸上报道的国家大
政方针，还喜欢阅读副刊上的文章，有讲
持家之道的，有讲邻里和谐的，有讲追求
事业的，满满的正能量。刘松梅觉得，焦
作日报就是一盏明灯，为她指引前方的路。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是焦作日报帮
了她一把。

上世纪 90 年代初，刘松梅所在的企
业倒闭了。前途在哪儿？正当刘松梅彷徨
无助时，焦作日报的一篇报道给她指明了
方向。

刘松梅告诉记者，报纸上登的消息
说，国家非常鼓励个体经营，有一系列扶
持政策。看了这篇报道，刘松梅豁然开
朗，她承包倒闭的企业，大胆做起个体经
营。“不仅我有饭碗了，我那些下岗的姐
妹们也有饭碗了。” 刘松梅说。

就这样，刘松梅一直干个体，干到
60岁光荣退休。

退休后成了
焦作日报老年记者

刘松梅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喜欢写
文章。

退休后，她自费订阅了焦作晚报，尤
其喜欢读描写退休生活的文章，看到别人
发表文章，刘松梅心里羡慕极了。“别人
能写、能发表，我也能做到。”刘松梅说。

她经常练笔，遇到好素材，不仅要写
出来，还不厌其烦地修改，并成为焦作日
报老年记者。

成为老年记者后，刘松梅的笔头更勤
了，每天都坚持写作，第一读者就是丈
夫。听取丈夫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修改
后，她才把稿件寄到焦作日报编辑部。

不知不觉间，刘松梅已在焦作晚报发
表上百篇稿件，有写焦作变化的、有回忆
旧时光的、有写邻里关系的。接地气儿、
生活味浓，是不少读者对她文章的评价。

“焦作日报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每
天看报，已成为我和老伴的生活方式，每
天总记得早早去报箱取报，然后读报。如
果一天不读，那生活就少了些趣味。”刘
松梅感慨道。

刘松梅：焦作日报成就我的异地姻缘

刘松梅在看焦作晚报。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