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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服 务服 务

每年四五月份是求职热潮期，针对各求职者的
招聘诈骗也进入了活跃期。国内网络诈骗举报平台
——猎网平台发布预警称，求职者在求职时要擦亮
眼睛，提防三大招聘陷阱。

陷阱一：借网投简历骗取身份信息。因为快
速、便捷、高效等特点，网投简历受到求职者青睐。
不少诈骗分子利用这一点，以高薪等待遇为虚假诱
饵，吸引大量求职者投递简历，骗取求职者详细的
个人信息，并选取合适对象实施网络电信诈骗。

陷阱二：高薪引诱，先转账再入职。在街头巷
尾、公交站和非正规网站上，随处可见一些无学历
专业限制且薪酬较高的招聘信息，当求职者拨通广
告上的联系电话时，对方往往会以岗位特殊需先行
交付保证金、押金或是诚意金为由，让求职者先转
账再入职。一旦求职者盲目相信对方说辞进行转
账，就落入了骗子陷阱。

陷阱三：以“防止新人跳槽”名义收取培训
费。许多看似正规的实体公司打起岗前培训费的主
意。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趁机提出岗前培训需缴
纳高额培训费，声称是为了防止新人跳槽，后期将
返还培训费，还美其名曰“技术服务返还费”。对
于那些没钱交培训费的求职者，公司则推荐他们使
用网上的贷款软件来贷款缴费。

实际上，有些公司与求职者签订的岗前培训合
同是以培训机构与学员的名义签订，培训后公司并
不会录用学员，且拒绝返还服务费。而贷款培训的
求职者不仅没有工作机会，还将背负贷款产生的高
额利息。

为避免在求职中上当受骗，猎网平台建议广大
求职者，在投简历前，应当对所应聘企业做些查询
和了解；不必要的个人隐私信息不要随便填写；多
了解相关诈骗案例以提高防骗意识；理智面对招聘
信息，选择大型正规的招聘网站等渠道帮助就业，
不要轻信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高薪诱惑；一旦遇
到诈骗，应立即选择报警求助。 （据新华社）

求职季须提防三大招聘陷阱

4月8日，工人们在商丘古城南门地面铺设大理石瓷砖。目前，商丘古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工作进展顺利，
古城内各个景点建设正加快推进。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记者近日从市招办获悉，进入4
月份，各类高考信息将在本月密集发布，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
要特别关注。

高校专项计划报名。高校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边远、贫困、
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
村学生。招生学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
校，具体实施区域由有关省（区、市）确定。报考学生须同时
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1） 符合 2018 年统一高考报名条
件；（2）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
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3）本人具有户籍所
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3月下旬有关高校已经公
布招生简章，4月上旬，考生需要在高校专项计划报名系统完
成报名申请，详细信息请查看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2018年高
校专项计划专题。

各省陆续公布今年招生工作规定。教育部已公布2018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各省市也将陆续公布本省今年的
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招生工作规定是本省市高考工作的指导性
文件，对志愿填报、考试、录取、照顾加分等方面做出了详细
要求，是考生和家长必须了解的政策。

2018年高校招生章程陆续公布。根据教育部规定，高校
都要制订本校的招生章程，经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
公布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上。2018年高校招生章
程将于4月起陆续公布。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
信息的必要形式，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表述规范，且必须
经高校的主管部门审核备案。高校的招生章程公布后不得擅自
更改。招生章程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信息、招生办法最重要的
途径之一。请考生和家长仔细阅读有意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咨询高校招办。

特殊类型学生名单公示。保送生名单、高水平艺术团名
单、高水平运动队名单、自主招生名单、高校专项计划名单等
均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示。

目前，2018年保送生资格名单已经开始公示，其余名单
也将陆续公示。

本月高考信息密集发布
考生和家长请注意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4月 9日，记者从市招办了解到，
我市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
下简称“对口招生”）信息采集工作已完成，目前各级招办及
有关学校正在依据有关政策和报名条件，认真做好资格审核、
认定考生基本信息、在读情况是否真实，入学手续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报名条件等。对口招生文化课将于 6月 7日、8日举
行，考场按专业类别分设。

据了解，文化课考试由市招办参照普通高考的有关规定负
责组织实施。考点由市招办统一安排。对口招生考场按专业类
别分设，但必须与普通高考考点分设，不得混用。考生体检安
排、考务管理、评卷管理、成绩管理及档案管理等，均按普通
高考的规定执行。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体育运动学校毕业生文化课考试科目及时间为：6月7日9:00—
11:30 语文、英语（合卷），15:00—17:00专业基础课；6月 8
日 9:00—11:30 数学，15:00-17:00 专业课。美术、音乐、体
育专业的考生只参加 6月 7日、8日上午的文化考试，但须参
加省招办组织的相应的专业术科考试。学前教育 （原幼
师类）专业文化课考试科目及时间为：6月 7日 9:00—11:30
语文，15:00—17:00 时事政治、幼儿教育学（合卷）；6月8日9:
00—11:30 数学。

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可于考试结束 15个工作日后，通过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heao.gov.cn）查询。对专
业考试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书面提出复核申请。鉴于美术类
专业考试成绩复核工作已结束，不再接受申请；音乐、体育类
专业在考试现场告知考生成绩，考生如要求复核，应在考试现
场提出申请。复核结果由省、市、县招办逐级通知，告知考生。

考生文化成绩随普通高考成绩同时（6月25日零时）通过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向社会公布。考生对本人文化成绩有疑
问要求复查的，应于 6月 27日 18:00前向所在县（区）招办提
交《考生成绩复查申请表》，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县（市、
区）招办领取复查结果。

本科设 4个平行的学校志愿，专科设 5个平行的学校志
愿。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是：将该专业类别全体上线考生按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高分优先的原则依次投档；考生总分
相同时，依次按语文（中职类为语文、英语合卷）、数学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投档；当轮到某一考生出档时，按其填报的
志愿顺序投档到排序相对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学校（如该生所
报学校均已录满，其档案将无法投出）。

另外，录取控制分数线由省招办根据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
例按专业类别分别划定。录取工作与普通高招同时进行，本科
与普通高校本科提前批同时录取，专科随普通专科提前批同时
录取。

2018年高招对口招生
信息采集工作结束

6月7日、8日将举行文化课考试

本报讯（记者 祁博）上周，在一股冷
空气的侵扰下，我市的气温出现了非常明显
的下降，颇有一夜回到冬天的感觉。本周一
开始，我市气温开始明显回升，升温的幅度
和上周降温幅度有的一比。不过，快速升温
并不是本周的主要趋势。从周四开始，我市
的气温又将出现近 10℃的下降，且伴随有
小雨。至本周末，气温或许都不会回升到
20℃以上了。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晴天间多云，
14℃—28℃；星期三，多云转阴天，14℃—
25℃；星期四，阴天，有小雨， 13℃—
18℃；星期五，阴天，有小雨， 8℃ —
13℃；星期六，阴天到多云，8℃—13℃；
星期日，晴天间多云，8℃—19℃。

最近两周来，我市的天气变化多端，气
温升降无常。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就
经历一年四季。把“四季如春”倒过来，说
是“春如四季”，似乎能更好地形容当下的
天气。在这样多变的天气下，市民要根据气
温的变化及时添加衣服，注意多锻炼身体，
预防疾病发生。

本周天气先晴后雨
周四气温下降近10℃

4月14日、15日，被誉为人间仙境的国家5A级景区
白云山联袂青龙峡等十大景区，共同为会员们展示如仙
境一般的四月美景。

具体活动时间和景区安排如下：14日、15日，为嵩
县白云山、辉县天界山、南召五朵山、淅川香严寺、灵
宝燕子山、修武青龙峡、郑州仙客来坊度假区、鲁山畔
山林语温泉和濮阳濮上园天鹅湖滑草场九个景区；14日
单日，为汝南南海禅寺景区。
洛阳白云山——人间仙境 中原名山

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位于洛阳市嵩县西南部伏牛
山腹地，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
林公园。景区融山、石、水、洞、林、草、花、鸟、兽
为一体，雄、险、奇、幽、美、妙交相生辉，成为中原
地区集观光旅游、度假避暑、科研实习、寻古探幽为一
体的复合型旅游区，被誉为“人间仙境”“中原名山”。
新乡天界山——云峰画廊 太行美景

天界山景区位于辉县市上八里镇，是国家 4A级景
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太行猕猴保护
区、国家级红色旅游景点。拥有绝壁穿山公路、龙口瀑
布、老爷顶、云峰画廊等各类景点百余处，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南召五朵山——音画山水 伏牛仙境

南召五朵山旅游区位于南召县四棵树乡境内，是南
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主要园区之一，国家4A级旅游
区，是中原地区久负盛名的道教文化旅游圣地。景区现
已开发休闲戏水暴瀑峡、进香祈福万福宫、登高揽胜五
朵峰三大游览区。
香严寺——皇家禅寺 水国丹江

香严寺景区位于淅川县仓房镇境内白崖山中，东临南
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是以千年古刹香严寺为核
心景观的国家4A级景区，河南省四大名寺之一，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朝开元二年（714年），为唐肃宗、
唐代宗两朝国师慧忠的修炼道场。寺内有“三绝一宝”：砖
雕、木雕、石雕和壁画。寺院古朴，山水奇秀。
燕子山——林海漫步 休闲养生

灵宝燕子山以长寿峡为核心，由圣水峡环保激情漂
流、百寿峡听涛戏蝶找寿、天水峡观瀑抚藤探幽三大版
块组成；另有燕子峰、忘忧谷、槐树林等景观。景区拥
有十个“中国之最”，是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森林人
家、激情漂流、森林穿越、拓展训练于一体的高品质原

生态旅游风景区。
青龙峡——山水画廊 峡谷奇观

青龙峡位于修武县，是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主要游
览区之一，有“云台山第一大峡谷”的美誉。景区内峡
长谷幽，山青水碧，群峰竞秀，层峦叠嶂，峰回路转，
曲径通幽，植被繁茂，气候独特，峰、崖、岭、台、石
各有千秋，泉、潭、瀑、溪、洞各具特色，天然雕琢，
秀色天成，堪称山水画廊，避暑胜地。
南海禅寺——礼佛圣地 豫南明珠

南海禅寺位于汝南县城东南隅，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始建于东汉末年，兴于唐宋，经明清至今，已有
1800多年历史。它是目前东南亚建筑规模最大，工艺最
精美的佛教寺院之一。2010年 8月南海禅寺的大雄宝殿
被中国世界记录协会授于世界建筑规模最大的大雄宝
殿。南海禅寺主要以寺院建筑和浮雕为载体，展现了佛
教文化的内涵。

另外，还有毗邻国家黄河湿地公园、坐拥千亩绿地
的郑州仙客来坊度假区；以下汤原野群山山峦为体，浩
瀚湖水为轴，私享下汤数万亩绿色人文生态领地国际标
准、大型露天温泉的平顶山畔山林语温泉；采用先进的

“尖峰旱雪”网毯，并聘有专业教练，在这里可以尽情享
受顺势而滑、飞一般感觉的濮阳濮上园天鹅湖滑草场。

这么多好玩的景区，这么多精彩的旅游体验，你还
在等什么？赶快登录惠民卡官网进行预约，或者到就近
的会员活动中心报名吧！
景区展示：
桐柏山淮源风景区——集文化大成 兼特色景观

景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4A级旅游区，绵延于巍巍桐柏山脉中段的豫鄂两省交界
地带，总面积 108平方公里，集淮源、盘古、红色、佛
道以及“西游”诸文化于一体，兼“雄”“奇”“幽”

“险”“秀”为一身。
玫瑰小镇漏明崖——浪漫山乡 中原玫瑰谷

景区位于新安县，坐落在秦岭余脉，属于喀斯特地
貌，是中国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主景区之
一，有“浪漫山乡，天然氧吧，农家风情，红色殿堂”
之美誉。景区共有三部分组成：漏明崖、中国玫瑰特色
小镇、韩钧故居。主要景观有：万亩玫瑰观赏园、漏明
崖、响镗锣、倒栽和尚、栓马橛、龙王庙、奶奶庙、宾
王洞、韩钧故里等。 （万付斌 王丽冰）

十大景区联袂，让您体验四月最美的人间仙境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推出一批示范性敬老
院，打造亮点；规范一批标准化敬老院，提升质量；
改造一批落后敬老院，补齐短板……”今年，我市严
格依据民政部星级敬老院创建标准，采取新建、改扩
建和原址提升等三种形式，全面提升敬老院建设和服
务水平，从而更好地发挥敬老院对特困人员的兜底保
障作用。

要合理规划绿化面积，并配齐夜间走动场所路
灯；要统一采用“煤改电 （气） ”和不锈钢整体橱
柜；要全部改造为标准化水冲式卫生间；要设立面积
不低于40平方米标准化卫生室；要配备健身器材、棋
牌桌、棋牌等文体娱乐设施；要配备消防栓、灭火
器、消防池等消防设施器材及联动式火灾预警系统；
要安装床头呼叫、安防监控、智慧式安全用电等现代
化智能系统……从院容院貌到住室环境，从餐厨条件
到卫浴改造，从医疗服务到文体设施，从消防安全到

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这次提升改造工程将从点滴之处
着手，切实改善我市敬老院整体面貌。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涛告诉记者，我市敬
老院提质工程将分两个年度完成，2018年全市新建25
所，改扩建 27所，原址提升 48所，其余在 2019年全
部完成。示范性敬老院要按照民政部《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 3星级标准进行创建，
每县（区、市）不得少于 1所。新建敬老院占地面积
原则上不少于20亩，床位不少于120张，失能半失能
床位不低于 30%；改扩建敬老院占地面积原则上不少
于 15亩，床位不少于 80张，失能半失能床位不少于
25%；原址提升的敬老院床位不少于60张，失能半失
能床位不少于 25%。具体由各县（区、市）按照“一
乡一品、一院一策”的思路，合理制订敬老院提升实
施方案。

“这次改造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摸底评估阶段，

各县（区、市）根据方案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因地
制宜确定质量提升项目，列出清单，逐院制定‘一乡
一品、一院一策’实施方案。要成立由政府领导，民
政、财政、城建、纪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评审工作
领导小组，对敬老院质量提升方案、项目清单、资
金预算等逐项进行评估，审核通过后由各县 （区、
市） 政府批准实施。二是统计上报阶段，对已经确
定的质量提升项目、所需物资数量、项目实施面积
等，连同‘一院一策’一并上报备案。三是项目实
施阶段，对于已经批准的项目，由各乡镇具体负责
实施，并在适当时间组织召开全市百所敬老院质量
提升工程推进会。四是观摩验收阶段，全市组织对
敬老院质量提升效果进行观摩验收，对于工程完成
较好，提升效果明显的给予表彰奖励，对于领导不
重视，工程进度缓慢，提升效果较差的进行通报批
评。”王涛如是说。

从院容院貌到住室环境，从餐厨条件到卫浴改造，从医疗服务到文体设施，从消防安全到智能管理系统……今
年，我市严格依据民政部星级敬老院创建标准，采取新建、改扩建和原址提升等三种形式，全面提升敬老院建设和
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发挥敬老院对特困人员的兜底保障作用——

敬老院提质增量补短板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