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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校招生考试综合改革2018年启动，明年将有四大动作——

本科二三批合批录取
□本报记者 王秀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四督四
查”工作机制建设，强化执纪问
责，严肃查处了一批侵害群众利
益的违规违纪问题。为进一步
严明纪律，发挥典型案件警示教
育作用，日前，市纪委对九起基
层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进行了通报。

内乡县灌涨镇水田村村委
原委员、会计赵相侠侵占征地补
偿款问题。2013年3月，宁西铁
路复线建设项目征用水田村土
地，赵相侠利用负责该村土地补
偿款发放的职务之便，采用伪造
发放底册和村民签字的方式，将
该村征地补偿款 33440元据为
己有。2013年6月，赵相侠采取
同样的方式，将该村杨某地面附
属 物 补 偿 款 14530元 据 为 己
有。2016年 7月 27日，内乡县
纪委给予赵相侠开除党籍处分，
并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
务，违纪资金予以收缴，涉嫌违
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西峡县米坪镇敬老院套取
五保专项补贴资金问题。2013
年1月至2015年12月，米坪镇
敬老院采取不及时上报已死亡
集中供养人员、将分散供养人员
虚报为集中供养人员等方式，套
取五保专项资金 113830元，用

于发放敬老院管理人员工资。
米坪镇敬老院院长王玉焕负直
接责任，米坪镇民政所所长曹振
强审核把关不严，负主要领导责
任。2016年 5月 31日，西峡县
米坪镇党委分别给予曹振强、王
玉焕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
金予以收缴。

淅川县大石桥乡荆芭岭村
干部优亲厚友套取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违规上报贫困户等问
题。2014年至2015年，大石桥
乡荆芭岭村党支部书记王红伟
和村委委员、文书罗红成在申报
国家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工作中，
明知罗某不符合申请资格，仍以
罗妻王某的名义套取国家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7000元。2015年
5月，王红伟在精准识别贫困户
的工作中，明知其儿子王某不符
合贫困户标准，仍将其列入精准
扶贫户，建档立卡。2016年10
月 18日，淅川县大石桥乡纪委
分别给予王红伟、罗红成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予以收
缴。

唐河县郭滩镇张官营村党
支部原书记杨书芝虚报冒领沼
气池建设补助款等问题。2004
年至 2008年，杨书芝在担任张
官营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张官营
村违规收取群众建房款543000

元，用于村务支出；2007年至
2008年，张官营村虚报沼气池
57个，套取沼气池建设补助款
54720元，用于村务开支；2009
年至 2014年，杨书芝采取少支
多报和重复报销的手段，套取村
委 17872元据为己有；同时，杨
书 芝 还 存 在 其 他 违 纪 问 题 。
2016年 8月 23日，唐河县纪委
给予杨书芝开除党籍处分，违纪
资金予以收缴。

南召县马市坪乡转角石村
党支部原书记胡贵军挪用五保
款等问题。2005年5月，胡贵军
利用协助乡政府发放五保专项
补贴资金的职务便利，领取该村
11户五保户6050元后，未按规
定足额发放，将其中的 2700元
用于该村支出。同时，胡贵军还
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6年 2
月 26日，南召县纪委给予胡贵
军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枣林
街道民政办主任杨永栋、工作人
员王丙丽对低保申报材料把关
不严问题。2013年6月至2015
年6月，杨永栋、王丙丽在负责
办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中，对冉营社区张某、李某等7
名村民低保申报材料未认真核
实，造成张某、李某等7人违规
享受低保费25692元。2016年

11月7日，枣林街道纪工委分别
给予杨永栋、王丙丽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资金予以收缴。

高新区百里奚街道原社保
协办员李建波截留养老保险金
问题。2012年4月至2015年7
月，李建波利用职务之便，截留
许庄、百里奚、黄岗、岗王庄、天
洼等 5个社区参保人员上缴的
养老保险金，并采取修改参保人
员交款金额、制作假账等手段，
套取养老金592500元。2016年
10月26日，高新区纪工委给予
李建波开除党籍处分，涉嫌违法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官庄工区官庄镇韩庄村村
委委员、副主任李国钦，李营村
村委委员张凤兰对危房改造材
料把关不严问题。2013年至
2015年，李国钦、张凤兰对韩庄
村、李营村2户村民上报的危房
改造材料把关不严，使不符合危
房改造条件的 2户村民申报并
领取危房改造资金 15700元。
2016年 9月 13日，官庄镇纪委
给予李国钦、张凤兰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资金予以收缴。

鸭河工区皇路店镇黄家庄村
党支部原书记胡全恒违规挪用征
地补偿款问题。2015年5月15
日，胡全恒将镇政府拨给该村皮
匠岗组的征地补偿款208000元，

违规借给雷某经商。2016年9月
29日，鸭河工区纪工委给予胡全
恒开除党籍处分，违纪资金予以
收缴。

上述九起典型案件，严重侵
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了党
风政风，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
象。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
层党员干部一定要汲取教训，引
以为戒。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相
关规定，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
强化自身约束。各级党委（党组）
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把
维护群众利益、查处和解决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建章立制，堵
塞漏洞，抓实抓牢，抓出成效。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查处扶贫
领域、惠农领域、“三资”管理领域
等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常态化问
责，持续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形
成有力震慑，为正风肃纪和脱贫
攻坚各项政策的落实提供坚实
的纪律保障。②3

（本报记者）

南阳市纪委通报九起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加强执纪问责 确保风清气正

公共场所安保大检查

整改隐患
600余处

本报讯（记者王秀云）12月24日晚，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海军与前来督导
检查工作的省消防总队防火部部长赵伟
刚、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张元明一
起，深入靳岗天主教堂、七彩钻石KTV、万
德隆大型购物中心等公共聚集场所，督导

“平安夜”安全保卫工作。
每到一处，朱海军一行都要对各场所消

防通道是否通畅、自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进
行检查和测试，并对部分员工是否熟练操作
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进行现场提问。在督查
现场，朱海军强调，安全责任重大，所有执勤
民警和消防官兵都要切实加强责任心，把握
重点，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给广大群众提
供一个安全祥和的节日环境。

据统计，24日晚，全市公安、消防部门
共检查宾馆、酒店、KTV、网吧等各类行业
场所800余个，大型商场超市80余家，教
堂80余座，烟花爆竹零售网点120余个，
发现整改各类问题隐患600余处，其中火
灾隐患400余处，下发整改通知书110余
份，责令停止举办活动2起，查处“酒驾醉
驾”行为80余起。②3

我市考生，香港大学“多元
卓越入学计划”报名将于12月
30日截止，有兴趣报考的，需于
2016年12月30日前于www.
hku.hk/mainland完成“2017

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
计划”的报名，而且要注明参
加“多元卓越入学计划”，并提
供在校学业成绩、有关特长或
经历(例如学术类竞赛、体育、

艺术、社会服务等课外活动)
的证明。

根据考生提交的报名材
料，香港大学将进行初审，合格
者获得面试资格。香港大学将

透过电子邮件告知获面试资格
的申请人有关面试的具体安
排。在面试中表现优秀的学
生，将有机会在2017年高考前
获有条件录取优惠。②3

港大“多元卓越入学计划”报名12月30日截止

我省 2017年高招艺术
类省统考播音与主持专业
考试时间调整，原定于2017
年 1月 7日启动的考试，调
整为 1月 12日启动。据了

解，此次是由于原定考试期
间省外传媒类招生高校在
河南省举行专业校考比较
集中，为了方便考生参加播
音与主持艺术类省统考和

校考，为考生提供充分的备
考时间，河南省将预约时间
和考试时间调整为：网上预
约时间为 2016年 12月 31
月 8:00~2017年 1月 7日

18:00;考试时间：2017年 1
月 12日~24日。播音与主
持艺术类省统考考试地点
设置在郑州轻工业学院(郑
州市东风路5号)。

高招播音主持专业统考时间调为1月12日启动

明年我省高招将有四大
动作。

一是河南省高校招生考
试综合改革将于2018年全面
启动。明年，省招办将及早
谋划、精心准备、加强宣传和
解读，为改革顺利实施创造
条件。同时，还将牵头研究

制定录取改革的具体方案。
二是2017年我省高招将

实施本科二批、三批合批录
取模式，减少普通本科录取
批次。

三是改进艺术类专业考
试模式。根据教育部安排，
把艺术类专业省统考由去年

的9类调整为7类，原服装模
特类、空乘类和影视表演类
统一合并为表演类。编导制
作类专业统考下放到各市
（直管县）进行；播音与主持
专业采用网上预约考试的办
法，通过网上约考服务“艺行
家”平台，由考生网上预约考

试具体时间。规范考试缴费
办法，实行网上收缴报名考
试费。

四是2017年教育部将改
革高招录取和计划编制工
作，我省作为十个相关省份
之一将参与相关软件的研究
开发工作。

明年高招有四大动作将改进艺术类考试模式

明年我省高招将实施本科二批、三批合批录取模式，减少普通本科录取批次;2017年高招
播音主持专业统考时间调整为1月12日启动;港大“多元卓越入学计划”报名将于12月30日截
止。一系列新政策出台,家长和考生细细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