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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消息 我省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不低于52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年不低于386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姚方

本报讯 1 月 28 日是腊
月二十三“小年”，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在广大民众喜迎
新春佳节之际，河南省民政厅
传来暖心好消息：根据省民政
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扶贫办日
前印发的《关于提高2019年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
水平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
省适当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确保困难
群众过好年。

根据《通知》，从2019年
1月1日起，全省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不
低于52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3860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
较 2018 年 增 长 10.6% 、

11.9%。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
274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
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
166元，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分
别 较 2018 年 增 长 4.6% 、
7.8%，惠及 311万城乡低保
对象。此外，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
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
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由于特困标准与低保标
准挂钩，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至少增长11.9%，惠及全省
50.4万特困人员。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
在2月底前制定地方标准，在
3月底前将第一季度提标资
金发放到位。

另据了解，此前，我省已
下拨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73亿元，由市县统筹
用于低保人员和特困人员的
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等支出。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 1 月 25 日召开的
2019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要
求，各地要将救助资金按时、
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并
积极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加强节日期间民政服务机
构安全管理，扎实开展生活无
着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专
项活动，解决好困难群众突发
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
困难，确保困难群众度过一个
安全温暖祥和的春节。

外漂河南人返乡汹涌

苏浙粤京沪是五大始发地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杨霄

昨儿是小年，全国的河南人开始“回家”了。1
月28日，百度地图、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联合发
布《2019年春节出行预测报告》（下称《春节出行报
告》）称，今年春节前，河南省迎来的大规模迁徙人
潮，主要来自苏浙粤京沪5个省市。与此同时，河
南的度假大军正向海南省潮涌，在春节期间成为了
进入该省的三大客源之一。

苏浙粤京沪5省市，是外
漂河南人的热门聚集地

离过年时间越近，外漂河
南人回家的脚步越急。

在本次发布的《春节出行
报告》上，河南的郑州市、周口
市登上了“2019年春节十大
热门迁徙10大城市”总榜。
其中，郑州市、周口市都是典
型的迁入城市，在“春节人口
迁入城市10强”榜单分列第
八、第九位。同时，郑州市作
为国内交通枢纽和流动人口
大省，又是迁出人口的重点城
市，在“春节人口迁出城市10
强”榜单上位居第九位。

那么，国内哪些省市的外
漂河南人最多，成为了此时返
乡回家的主力军？

《春节出行报告》给出的
答案是，江苏、浙江、广东、北
京、上海，是外漂河南人春节
回家最集中前5位省市。山
东、安徽、湖北、河北、陕西，位
居其后。

从某种角度看，外漂河南
人春节返乡的始发地，即是他
们在2018年度就业、生活的
栖息地或聚集区。

与外漂河南人选择相近
的，是外漂的安徽人和山东
人。如外漂安徽人，待在江苏
省的人最多，浙江、上海是次
选；而外漂山东人，首选虽是
江苏，但对北京、河北也很钟
情。湖南人就不一样，他们认
为广东是外漂的不二之选。
虽说湖北、浙江是他们的次选
目标，但由广东返乡的湖南人
数量，可以是湖北、浙江返乡

人数的数倍。而且，湖南人比
江西人更喜欢“闯广东”。

请海南省做好准备，河南
度假大军汹涌“南下”

临近春节，越来越多的河
南人在抓紧时间收拾行李，奔
赴海南与家人团聚。

这种新的春节迁徙现象，
如今在河南百姓中已是司空见
惯。但你知道，每年春节奔赴
海南省的河南人会有多少吗？

《春节出行报告》给出的
答案是，河南人入琼过年的人
数规模，排名全国第三。第一
位是广东、第二位是北京。远
超第九位的黑龙江。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近年
来河南地产商在海南的投资
热度，以及河南人在海南省购
房的热情直接相关。

就如在某金融公司工作
的程女士所言，3年前，其在
海南五指山市购置了一套房
产。所以，近几年一入冬，就
会安排老人带孩子先赴海
南。“我家所在社区是河南地
产公司开发，几乎全是河南
人。除了天气与温度，并没有
感觉与待在家里过年有什么
不一样。”程女士给出了如上
说法。

此外，根据“春节出行报
告”显示，今年春节，河南省的
景区并未进入“春节国内十大
热门景区”排行榜。本季十大
热门景区分别是：西湖（杭
州）、乌镇（浙江桐乡）、天安
门、大理古城、南京夫子庙、黄
山、上海城隍庙、西塘（浙江嘉
善）、普陀山（浙江舟山）、平遥
古城（山西）。

春节预测报告截图

省应急管理厅下发通知要求：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
15分钟内必须上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本报讯 1月28日，大
河报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
获悉，日前该厅下发通知，
对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
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
提出严格要求，明确重大、
特别重大事件须在发生后
15分钟内向省厅电话报
告、35分钟内以书面形式
报告。

据了解，通知要求严
格落实事发地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报告
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
突发事件信息的主体责
任。突发事件发生后，利
用各种渠道、采取一切措
施，尽快掌握事件相关情
况，争取早一分钟发现、早
一分钟报告，为应对处置
工作赢得时间。绝不允许
出现信息报送滞后于网络
消息的现象。

该通知明确指出，重
大、特别重大事件须在发
生后15分钟内向省应急
管理厅电话报告、35分钟
内以书面形式报告；较大
事件须在发生后1小时内
书面上报至省厅；一般事
件须在发生后6小时内书
面上报至省厅；较大及以
上事件每天上午8点前、
下午5点前各续报1次，特
殊情况随时续报。发生较
大以上事故灾难类、自然
灾害类突发事件或社会影
响重大的事件，各级应急
管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接到事件报告后，在依照
规定逐级上报的同时，应

直接报告省应急管理厅。
此外，省应急管理厅

还特别明确了事件信息报
告的内容和方式。突发事
件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时
间、地点、状态、伤亡情况、
事发单位或发生地基本情
况、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
过程、影响范围、事件发展
趋势、处置情况、请求事项
和工作建议、事发现场指
挥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
系方式等。各单位对突发
事件全面情况不清楚的，
应先报已掌握主要情况，
随后补报详细信息，不得
以需要了解详细情况为借
口延缓报送时间。

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强化问责力
度，对迟报、漏报、谎报和
瞒报突发事件信息的，要
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其中，将进一步完善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监
督检查和考评机制，对信
息报送和应急值班工作进
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并
以月考评、季通报、年总结
等形式，对各地情况进行
通报，对做得好的单位给
予表彰，差的单位进行批
评。对全年一般事件发生
3次以上迟报、较大以上事
件发生两次以上以及发生
谎报、瞒报的，当年该单位
和单位领导、部门领导均
不得评为先进。

沁阳供电：

为精准扶贫村送温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田歌 常润豪

本报讯 1月24日，沁
阳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
务队和青年志愿者来到精
准扶贫帮扶村沁阳市王召
乡大辛王村，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

该村 154 户人家发放春
联、新年挂历等物品 200
余份，并为贫困户家中儿
童送去书包、文具盒等学
习用品，受到了村民的一
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