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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1日，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发
布《关于企业失业保险参保职工使用职
业技能提升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对
我省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失业
保险费 36 个月（含 36 个月）以上；在
2017年 1月 1日起取得初级、中级、高
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企业职工，将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职
业技能提升补贴。

据介绍，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企
业参保职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有利于
引导职工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
职业转换能力，从源头上减少失业、稳
定就业岗位，促进全省就业稳定。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根据职工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

同、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年限不同有所区
别。职工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
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补贴标准最高分别为 1000
元、1500元、2000元。此外，对于城乡
贫困家庭职工和本地区急需紧缺的职业
（工种），补贴标准在不超过最高限额的
情况下比同档次人员提高30%。

为方便申领，该政策确定了由职工
个人申领或委托单位统一办理两种渠
道，并且要求对符合条件的职工，待财
政拨付资金到账后，由统筹地区失业保
险经办机构 5个工作日内直接将补贴
资金发放至申请者本人的银行账户。

经初步测算，全省每年将有 20万
以上企业职工可以享受到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政策。③3

本报讯（记者 陈辉）7月 11日，记
者从省工信委获悉，今年前 6个月，我
省承接产业转移工作进展良好，全省承
接产业转移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120.41
亿元，同比增长40.15%，其中五大主导
产业占比超过42%。

1至6月，全省承接产业转移新签约
项目合同引进省外资金1410.28亿元，
同比增长21.65%。其中，装备制造、食
品制造、新材料制造、电子制造和汽车制
造等五大主导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479.77亿元，占实际
到位省外资金总额的42.82%；新签约项
目中五大主导产业合同引进省外资金

549.16亿元，占合同引进省外资金总额
的38.94%。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
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179.72亿元，占实际到位省外资金总额
的16.04%；新签约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合同引进省外资金186.93亿元，占合
同引进省外资金总额的13.25%。

从全省范围看，12个省辖市、7个
省直管县（市）实际到位省外资金同比
保持增长，6 个省辖市、3 个省直管县
（市）同比下降。实际到位省外资金在
全省居前五位的省辖市为驻马店、商
丘、周口、南阳、濮阳；居前三位的省直
管县（市）为巩义、兰考、鹿邑。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1日起，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我省全面启动居
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根据近日受
理情况，7月 11日，警方发出提醒，有5
种情况，不能异地办理身份证。

当天，记者来到郑州市公安局丰产
路分局户籍办证大厅采访发现，异地办
理身份证非常方便，整个过程办结仅需
5分钟，40天后申请者就可以凭办证凭
条领取新的身份证了。

“为了方便群众办理身份证，我们
分局推出身份证自助拍照机、户籍业务
自助服务终端机和身份证自助取证机，
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自助服务系统
办理。”丰产路分局户籍民警李玉说，

“如果办事群众不会使用自助服务系

统，也可以通过受理窗口来办理。”
不过，警方也提醒，属于以下 5种

情况的，不予受理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
申请: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申领人提
供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
份证号码、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省、自
治区、直辖市内住址变更除外）与人口系
统中信息不一致难以确认身份的；申请
人相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
证未登记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的；有
伪造、变造、买卖、冒领、骗领、冒用居民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和买
卖、使用伪造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护照、驾驶证等国家机关证件行为
的；属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
送的不良信用记录人员的。②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水库水位大涨，最快时10分钟
上升 6厘米。”7月 11日，回忆起 9日
16时的水情，光山县五岳水库管理局
局长曹祖稳情绪仍显激动。

对近日的大暴雨有深刻印象的
不止曹祖稳。

记者从省防办了解到，7月8日8
时至7月 10日 8时，信阳市普降大到
暴雨、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137毫
米，暴雨中心位于浉河区、罗山县、商
城县、潢川县、新县、光山县，淮河干
流及部分支流出现洪水过程。

省防办专家分析，这次降雨历时
短、强度大、区域集中，信阳多山区，
易造成山洪灾害。但大雨并未造成
大灾。据不完全统计，暴雨造成的灾
情涉及信阳2个县（市）、9个乡镇，少
量农田受灾，无一人伤亡，损失降到
了最低。

未雨绸缪，科学应对，防汛工程
与非工程措施的不断强化，是打破大
雨酿大灾规律的重要原因。

浉河区东双河镇杜河村地处山
区，杜河环村而过，山洪灾害是汛期
村民的心头之患。“洪水来之前，我们
已经接到了预警短信。”村党支部书

记左法军说。按照预警安排，村里及
时通知群众做好准备。

近年来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
级互通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让
防御山洪有了强大的“神经系统”。
此次降雨，信阳市5个县利用县级山
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向 54个乡镇、
488 个村发布各类防汛信息 17190
条，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事故。

这是我省全力应对暴雨灾害的
一个缩影。

省防办大雨前及时下发防范通
知，组织两次会商研判，对责任人履
职及防汛值守情况进行抽查通报。

信阳市全力以赴应对，各级责任人到
岗到位，落实防范措施，组织群众安
全转移。

科学调度、削峰错峰，在降服洪
魔时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9日14时左右，五岳水库及时上
报汛情，17时30分左右，接到上级指令
后，水库开闸泄洪，水位开始缓慢下
降。“水库下游人口有16.5万，科学调度
确保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曹祖稳说。

此次降雨，省防办组织4次会商，
实施水库联合调度。信阳市防指先
后下达调度指令14次，确保了水利枢
纽工程及上下游安全。③5

□本报记者 孙欣

近日，在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
运输分院，由3名人民监督员组成的
评议小组，对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一
起直接立案侦查案件拟不起诉决定
开展监督评议。人民监督员针对案
件的争议焦点、相关事实、证据采用、
办案程序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询问，
案件承办人员逐个解答。这是我省
从人民群众中选任人民监督员，对检
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进
行监督的一个缩影。

7 月 11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
悉，我省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全部结
束，由司法行政部门选任的896名人
民监督员已正式上岗，实现了对人民
监督员管理和使用的分离。

今年 3 月我省启动人民监督员
制度改革工作后，经过发布公告、组

织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察、社会公
示等多个环节，全省最终选出896名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广泛的代表性

和较强的履职能力的人民监督员。
从组成结构上看，既体现了人民监督
员“群众性、广泛性、代表性”要求，

也能满足监督评议“专业性”的需
要。

“从源头上优化人民监督员选任程
序，实现人民监督员独立性和中立性，
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有力举措。”省
司法厅副厅长肖余生说，过去，人民监
督员一般由检察机关商请其他单位和
组织进行民主推荐，经检察机关考察确
认后产生；如今，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
选任，从制度上解决了“检察机关自己
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提高了人民监
督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选任方式的改
变也让人民监督员敢于监督。

为推进人民监督员高效规范履
职，省司法厅人民监督员管理处建立
了人民监督员信息库。人民监督员
参与案件监督评议时，由司法行政机
关在信息库中依据“随机、均衡、就
近”原则随机抽取，确保案件监督评
议公平公正。②40

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可领补贴
最高补贴2000元

上半年承接产业转移
实际到位资金超千亿

5种情况不能异地办理身份证

大雨为什么没有造成大灾

我省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全面完成，896名人民监督员上岗

“管用”分离让监督更有公信力

记者 察观

7月11日，郑州市紫荆山公园东湖里的荷花次第开放。娇艳的荷花、绿色的
荷叶随风摇曳，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拍照。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

7月 11日，校长汪舰和孩子们在
一起。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11日，孩子们展示将要送给
父母的画作。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尚杰 刘志强

又是一年暑期到。位于新蔡县
砖店镇的凯旋双语留守儿童学校再
次热闹起来，30名留守娃将在校长
汪舰的带领下，奔赴千里之外的北
京，与打工的父母团聚。这样的活
动，该校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每年
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个地处乡镇、实力并不雄厚
的民办学校缘何会开展这一活动，
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连续办了 8
年，活动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记
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一篇作文，刺痛了他

7年前第一次组织留守娃探亲
的情景，汪舰仍历历在目。

2010年暑假，兼任四年级班主
任的汪舰在批改孩子作业时，被一
篇作文打动了。“一个女生说，她已
经三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都快
记不起来他们的模样了，只要能跟

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挨打也觉得
是幸福的。”汪舰算了一下，班里46
个孩子中，40个孩子的父母常年不
在身边，他们暑假共同的愿望是跟

“父母团聚”。
汪舰的心被刺痛了，他萌发了送

孩子们去探亲的念头。他和另外一
名老师，带着5名留守儿童，开着一
辆面包车，从新蔡出发直奔广州。不
认识路，加上遭遇暴雨车出了故障，
跑了两天多才到广州。疲惫不堪的
汪舰，看到孩子们扑到爸爸妈妈怀里
喜极而泣的情景，开心地笑了。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汪舰决定
要把这个事做下去。

花费上百万，他觉得很值

20人，30人再到 50人，汪舰送
留守娃探亲的规模逐渐增大。他带
着孩子们南下广州，东进上海、杭
州，北上北京，在“小蛮腰”、东方明
珠，在西湖、长城，都留下了孩子们
和父母团聚的欢声笑语。他带着孩

子们坐飞机、乘高铁、坐大巴，总行
程2.6万多公里，安全护送200多名
留守儿童和父母团聚。

这期间，吃的苦受的累恐怕只
有汪舰一个人能说清。

2013年，他带着孩子们坐大巴
去广州。在一家餐厅，孩子们用热
水冲好自带的泡面正要吃的时候，
被服务员赶了出来。汪舰极力争
取，被告知不消费不能用餐厅。看
着几十个孩子捧着烫手的泡面蹲在
地上吃，他掉泪了。

这些年，送留守儿童探亲究竟
花了多少钱，汪舰也说不清，“至少
上百万元吧”。他的妻子说，孩子们
的吃、住、交通费，去景区游玩的费
用，全部是由学校承担的。

“能让孩子们健康阳光成长，让
家长放心在外务工，我觉得付出再
多都值得！”汪舰说。

坚持8年，他想继续干下去

7 月 11日，在送留守娃探亲的

出发仪式上，新蔡县四大班子领导
到场，为孩子们送行。

新蔡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立说，新蔡县有外出务工人员40多
万，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存在。凯旋
学校连续8年送留守儿童探亲，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希望能坚持
下去。

凯旋学校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
的探索，也受到教育界的关注。这
几年凯旋学校先后接待省内外 500
多所学校前来参观调研，认为他们
摸索出了一条关爱留守儿童的新路
子，值得推广与学习。

从2013年开始，包括本报在内
的中央、省、市多家媒体，都派出记
者，对凯旋学校送留守娃探亲活动
进行跟踪报道，记录下孩子们与父
母团聚的瞬间，呼吁全社会给予留
守儿童更多的关爱。

“关爱留守儿童，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汪舰说，只要能力允许，
他会把送留守娃探亲这件事情坚
持做下去。③5

坚守8年 花费百万

他年年送留守娃见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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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选出

896名人民监督员

单位推荐310人，占总数的34.6%

公民个人自荐586人，占总数的65.4%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占总数的20.9%188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89人 占总数的32.3%

执业律师及有法律专业背景 376人 占总数的42.0%

原任人民监督员 167人 占总数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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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若凡

进入小暑节气后，高温迅速“抢占
地盘”。本周，我省没有大范围强降水
过程,虽然局地有强对流天气，但也无
法撼动高温的“霸主”地位。7月 12日
开始进入“三伏”天，面对即将到来的40
天的酷暑，你准备好了吗？

按农历计算，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
“庚日”为当年的入伏日。今年6月21日
为夏至，7月12日是其后第三个“庚日”，即
7月12日入伏，迎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
天”，一直到8月21日才出伏，总共40天。

据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以高温
闷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均维持在33℃
~35℃，部分地区 37℃以上。“入伏”当
天，我省南部最高气温为34℃到36℃；

其他地区36℃到38℃。13日到14日沿
黄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
在 35℃以上，部分地区37℃以上。

郑州市颐和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张丽娜说，炎热的夏季，十滴水、人丹、
风油精等药品一定要备在身边应急。
此外，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
表示身体已经缺水了，理想状态是每天
喝1.5~2升水。

同时，张丽娜介绍，每年夏季，儿童
特别是婴幼儿最易患上“空调病”。她
建议家长注意：一要防冷，有小儿的室
内温度宜控制在28℃左右；二要防风，
空调冷风不要直接吹向人体，儿童床勿
置于冷风直吹处；三要防湿，保持儿童
房内干燥；四要防密闭，房间应经常开
窗换气，确保室内空气新鲜。②8

加长版“三伏”今日到来
专家支招如何健康过酷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