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5 日是第 26 个
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 市
盐业局、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联合举办以“科学补
碘益智、健康扶贫利民”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 图为活
动现场⑤2

本报记者 吴秋水 摄

科学补碘

我省今年高招加分政策公布

五类考生具有加分资格
本报讯（记者 王勇）

今年高招， 我省五类考生
具有加分资格， 四类考生
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
由高校优先录取。

五类具有高考加分资
格的考生， 加分分值分为
20 分、10 分、5 分三档。 其
中， 烈士子女和在服役期
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
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
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
人两类考生可在统考成绩
总分基础上加 20 分投档；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归
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
台湾省籍考生、 侨眷两类

考生在统考成绩总分基
础上加 10 分投档； 少数
民族考生可在统考成绩
总分基础上加 5 分投档。
政策规定，考生加分规定
不累加计算，即同时享受
两种以上可以加分投档
的考生只按加分较多的
一项计算，最多不超过 20
分。

四类考生在与其他
考生同等条件下由高校
优先录取。其中包括平时
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
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
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
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

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
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
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
工作累计满 20 年的军人
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
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
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
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 年
的军人的子女，在飞或停
飞不满 1 年或达到飞行
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
子女， 从事舰艇工作满
20 年的军人的子女，在
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
计满 15 年的军人的子
女；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

生、残疾人民警察报考高
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 公安烈
士、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
牲、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
残公安民警子女报考高
校，按照《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
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 教 育 优 待 工 作 的 通
知》（公 政 治〔2018〕27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农
村户籍的独生子女；经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
守 信 联 合 激 励 系 统 认
定，获得 5A 级青年志愿
者的考生。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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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中王堂校区“环宇”宏志班成立

培养特长生 传承民族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雪）

日前， 市三中王堂校区
“环宇”宏志班正式成立。
今后，我市教育名家将陆
续走进“环宇”宏志班，对
学生进行中华文化传统
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此举
不仅可以让学生体验我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更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当天，学校请来楹联

名家讲授“环宇”宏志班
第一课———《漫话对联》。
授课专家结合生动的楹
联故事、经典名联、南阳
名联等，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对联的定义及起源发
展、对联的分类、对联的
独特规则等知识，引导学

生了解对联，走进对联世
界，感知传统文化的多彩
与魅力。

市三中王堂校区自
成立以来， 在集团的引
领下，积极践行“深化管
理、提升内涵、创建品牌
名校”的办学理念，按照
市三中本部的发展思想
和管理模式办学， 励精

图治，奋力拼搏，争先创
优，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

“环宇”宏志班由南
阳环宇电器公司捐办 ，
开设有书法、楹联、经典
诵读等多种课程， 以培
养特长生、 更好地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为目标。 ⑤2

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申报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曹蕊）日前，我省 2019 年

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申报推荐工作启动。 获评
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的人员， 每人每月
将发放 300 元津贴。

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选申报推荐
的范围和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
校）、高等职业院校（含技师学院）、职业教育
科研等单位中长期在一线从事职业教育教
学、教学管理、教学科研的在岗人员。 申报河
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的人员必须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
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职业教育工作，勇于
改革创新，出色履行岗位职责，乐于奉献，师
德高尚。

按照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选工作
相关政策规定，推荐单位在个人申报、民主评
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按照民主、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遴选推荐候选人。 被推荐的人
选要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将主要业绩等情况
在本地本单位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单位推荐的候选人报经所主管部门进行
资格审查和考核，或组织评委会进行评审，确
定候选人后，出具推荐报告，报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推荐材料须于 5 月 20 日至 25 日期间报
送至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逾期不
予受理，视为自动放弃推荐资格。 报送材料的
具体要求及相关表格可从市人社局网站“专
业技术人才”专栏中下载。 ⑤2

国家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公布

我市 7 个县市区计划招生 11 人
本报讯（记者 王勇）

日前，2019 年中央财政支
持高等医学院校为中西部
乡镇卫生院培养定向免费
五年制本科医学生招生计
划人数公布。 其中，我市计
划为 11 人，南召县、内乡
县、淅川县、桐柏县、唐河
县、宛城区、邓州市临床医
学专业招生计划各 1 人，
南召县中医学专业招生计
划为 4 人。

定向免费五年制本科
医学生只招收农村学生，
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符合 2019 年统一高
考报名条件； 本人及父亲
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
地须在农村， 本人具有当
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本
省份规定的其他条件。 采
取以县为单位定向招生的
地方， 报考学生除同时具
备上述条件外， 本人及父

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
籍地须在定岗单位所在县
农村。 定向免费五年制本
科医学生专业一共为 5 个
专业，分别为临床医学、中
医学、蒙医学、藏医学和傣
医学。

中央财政支持的定
向免费五年制本科医学
生招生计划在有关学校
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计
划中单列编制，计划性质

为国家免费医学生；报
考定向免费五年制本科
医学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
高考， 实行单列志愿、单
设批次、单独划线，只招
收农村生源 ， 在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 生源不足
时， 未完成的计划通过
补征志愿方式， 从高分
到低分顺序录取， 直至
完成计划。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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