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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运河古都”，观“孔繁森纪念馆”，玩“江北影视基地”

庆八一、致敬军人，带老伴来一场红色文化之旅
———运河古都邀您画舫游

1.�凡 60 岁以上党员报名或有退伍军人证、退休教师证、军官
证、公务员证凭证均减免 100 元；（此优惠仅限本期）

2.�住星级宾馆、玩 4A 级景区； 3.�全程包吃住、无强制消费。

199元三天两夜游，每人仅需
路线：快乐出发→登光岳楼、游东昌湖、看千年古城、参观孔繁森纪念馆

→玩影视城、祈福财神山、拜谒千年雷公像→开心归程

咨询地点：郑东新区中兴南路凯利国际 电话：18135781790
发车地点：郑州中原路嵩山路青少年宫 发车时间：本周六（7 月 14 日）早上 7:00
报名地点：陇海西路与文化宫路西南角大商一楼东门 电话：18137165509

广告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万荣商务中心东院”项目位于豫一路

北、望桥路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 59311.57m2，
总建筑面积 324502.47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
期物业管理公司。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
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投
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8 日。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
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
业大厦 716 室。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金
源百荣投资有限公司：15838080338

招标人：金源百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宇通鼎新家园（一区）项目位于郑州市经开区龙

善街以东、龙美街以西、嬉雨路以南、朗星路以北，
项 目占地面积 44592 . 06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30833.76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
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
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
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7 月 12 日 -2018 年
7 月 18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
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731；招标人：郑州同润置业有
限公司 咨询电话：0371-85338115

郑州同润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宇通鼎新家园（二区）项目位于郑州市经开区

龙美街以东、前程大街以西、嬉雨路以南、朗星路以
北，项目占地面积 19553.6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8380.75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
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
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
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7 月 12 日 -2018 年
7 月 18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
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731；招标人：郑州同润置业有
限公司 咨询电话：0371-85338115

郑州同润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大都会锦悦苑”项目位于芦庄路北、望

桥路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 36530.7m2，总建筑
面积 139788.36m2。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
管理公司。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好，
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投标
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8 日。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
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
业大厦 716 室。联系电话：0371-67889677；金
源百荣投资有限公司：15838080338

招标人：金源百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2018“河南最 教师”候选人 董晶晶（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舞蹈教师）之美美

全省计划招募
15500名农村特岗教师
今年9月初上岗任教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昨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启动 2018年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全省计划招募 15500人。其中，
中央“特岗计划”分配我省招聘名额
9500个，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名
额6000个。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优化特岗教
师队伍结构，加强体音美、外语、信息
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特
岗教师招聘向本地生源倾斜。

按照部署，全省各级教育、财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编制部门
要联合推进，确保新录用特岗教师今
年 9月初上岗任教。各地要确保特岗
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评优评
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
教师同等对待。

17所高校本科一批
拟在全省招53513人
我省3所学校今年
首次参加一本录取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2018年河南高招本科一批录
取将于 7月 15日启动，今年
参加我省该批次录取的河南
高校共有 17所，招生的均是
各校优势和重点专业。统计
显示，今年，这 17所院校本科
一批计划面向河南省内招
53513人，包括文科 10011人，
理科 43502 人，较去年增加
13154人。其中，河南科技学
院、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城建
学院今年首次参加我省一本
录取。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今天上午8时，我
省高招提前批（含专升本、对口本科）、国家
专项计划本科批征集志愿信息将在河南省
招生办网站和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

填报征集志愿之前，考生应确认自己
尚未被任何院校录取，已被录取、预录取
及阅档状态的考生不可填报。征集志愿

投档时，以当次征集的志愿为投档依据，
即使原来报有这些学校志愿，也须重新填
报。除了艺术类外，征集志愿均按平行志
愿投档。

此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今日 18
时，逾期网上填报系统关闭，考生将无法再
进行任何填报操作。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2018年河南高招
第三次填报志愿正在进行，考生可填报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今年我省专科提前批次有直招士官、航
海类、空中乘务 3类特殊招生计划，拟招
3011人，包括直招士官 1410人、航海类 399
人、空中乘务类 1202人，符合相关条件的考

生可以考虑报考。
值得注意的是，空乘类专业要求考生参

加我省艺术类空乘专业省统考合格，或者达
到一定的专业分数线方能报考。另外，此类
招生专业中，不同院校还对考生的外语能力、
身高、视力有具体的报考要求，考生要详细查
阅各院校招生规定后再报考。

花开无声，舞出精彩
她带领残疾人学生获得多个全国大奖

4月27日晚，首届“河南最美大学生”颁奖典礼舞台上，郑州师范
学院残疾人艺术团感动全场，他们带来的舞蹈《妙手生花》将整场颁奖
典礼推向高潮。

这支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艺术团，多次登上央视舞台，斩获多个
全国大奖。这背后除了难以想象的付出外，还少不了一个人——郑州
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舞蹈教师董晶晶。记者 张竞昳

2009年 9月，董晶晶被学校安排
到特殊教育学院担任舞蹈教学及学
生工作。

“蒙，一无所知。”对当时的董晶
晶而言，特殊教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

已经做了6年学生工作的她，凭着
一股冲劲和韧性，想办法和听力残障学
生交流。起初，她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

本，上面写满了她和每个孩子的对话。
后来，她发现这种办法不仅麻烦，而且
有的学生根本不愿意进行交流。

董晶晶开始自学手语，面对学习手
语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她愈挫愈勇，暗
下决心不管有多困难也要把手语学
好。除了参照手语书以外，她还虚心求
教手语老师和学生，每天利用业余时间
加班加点学习。

放弃休息时间帮学生排练，
艺术团硕果累累

由于成员来自不同班级和年级，为了
统一时间，艺术团排练安排在晚上和休息
日。董晶晶即使在孕期也依然坚持排练，
产后不到3个月就又回到岗位上。

在董晶晶带领下，艺术团硕果累累：先
后登上央视五四晚会、《我要上春晚》《舞蹈
世界》《回声嘹亮》等舞台；2015年荣获全国
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并当选央视《出彩
中国人》节目年度总冠军；2018年荣获“河
南省最美大学生”集体奖；先后获全国第四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全国荷花奖舞
蹈大赛铜奖、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残疾人
文艺汇报演出金奖等国家级奖项。

董晶晶本人获得郑州市文明市民、河
南省大美学工等荣誉称号，被授予全国第
八届残疾人文艺汇报演出辅导金奖、全国
大学生艺术展演指导一等奖等。

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交流，她苦学手语

专科提前批三类特殊招生拟招3011人
考生要注意空乘类对外语、身高、视力的要求

今天下午6点前，本科提前批和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
除艺术类外，均按平行志愿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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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晶晶代表艺术团领取央视《出彩中国人》
年度总冠军奖杯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