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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12月 11日中午，鹤壁市淇滨区钜
桥镇聂下雾村，10岁的李岱晨放学回
到家时，60多岁的奶奶已经擀好面条、
洗好白菜，准备午饭。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孩子身体好
转后，这几天又回到学校上课了。”奶奶
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李岱晨说，“多亏了
政府的救助，让孩子能看得起病。”

两年前，李岱晨被查出患有白血
病，为给他治病，家里几乎花光了所有
的钱。村里经过上墙公示，推荐李岱
晨全家四口人都“吃”上了低保，每个
月领取近600元的救助。

除了低保救助，根据鹤壁市相关
政策，李岱晨治病的大部分花费都能
及时报销。淇滨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李岱晨在享受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又先后两次申请
到总计 9000多元的困难群众大病医
疗救助，还申请了一次3000多元的临
时性困难救助。”

低保救助政策，不仅“兜底”农村
困难群众生活，也为城市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老伴每月享受低保救助450元、
残疾人补贴 120元；我们俩每人每月
领取养老保险80元。”在淇滨区九州路
办事处湘江社区居民邢玉梅的家里，
这位73岁的老人拿着银行存折，边给
记者翻看边感激地说。

“低保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应

当让困难群众享受到这些温暖政策。”
鹤壁市民政局城乡救助办主任马金荣
介绍，“我们建立完善的低保核对网
络，确保每一个低保对象都是真正需
要帮助的人。”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董辉介
绍，我省今年对低保标准进行了提高，
城市低保标准从去年每人每月400元
变为每人每月不低于430元，农村低保
标准从去年每人每年2960元变为每人
每年不低于3150元，惠及400万名城
乡低保对象。“其中，农村低保对象年人
均保障标准，高于2016年河南公布的
脱贫线3026元，农村低保救助政策助

力脱贫攻坚的作用日益凸显。”③7

低保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

线，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吃饱、穿暖的基

本生活权利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

采访低保户时，记者看到他们把用来

取低保款的银行存折小心存放，视之

为济困解危的“救命钱”。

低保政策在为贫困群众送温暖的

同时，却也成了某些人争抢的“唐僧

肉”。个别地方存在的“关系保”“人情

保”现象，需要严格对待并消除。实现

低保发放规范管理，一方面要补齐制度

“短板”，严格资料审核，让低保发放在

阳光下进行；另一方面要坚持以“零容

忍”态度严打骗保行为，确保每一分惠

民钱都发到真正需要的群众手中。③7

本报讯（记者 樊霞）12月 12日，
省统计局发布的 2016年河南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我省城市生长
速度加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
动作用越来越强。

“城市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我省
城市发展的趋势反映出河南社会经济
发展走向了更高的阶段。”省社科院城
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建国说。

报告显示，我省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城市面积增大，常住人口增加而
密度降低，居住更加适宜。2016年，河
南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达1.96万平
方公里，比上年增长23.1%；城市常住
人口有 2546 万，比上年增加 148 万
人。由于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幅度低于
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增长幅度，城
市常住人口密度由2015年1507人/平
方公里下降为2016年的1300人/平方
公里。

城市经济实力增强。2016年，河
南城市GDP达到 12803亿元，按可比

口径计算，比 2015年增长 8.3%，占全
省GDP的三分之一，且高于全省GDP
发展速度，体现了城市对经济的集聚
效果。

城市财政实力不断提高。2016

年，河南城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由上年的 1642 亿元增加到 1741 亿
元，增长了6.0%。城市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由上年的 2451亿元增加到
2719亿元，增加了 10.9%。城市财政

各项指标的不断增长，为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更协调。报告
显示，2016年河南城市一二三产业结
构比为 3.8∶42.4∶53.8,与 2015 年相
比，城市第一二产业在全省同产业中
的占比呈下降态势，第三产业处于上
升态势，而城市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
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报告还透露，我省城市居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2016年，河南城市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由上年的49629元增
加为55169元，增长11.2%。城市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超过两位
数，超过城市GDP的增长速度，人民生
活更为宽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
均有不同程度增长。2016 年河南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233 元，
比上年增加165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 支 出 18088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933
元。③4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12
日，省教育厅公布了2018年我省生物、
地理学科中招考试办法。记者从中获
悉，从2016年入学的初一年级新生开
始，我省将初中生物、地理纳入中招考
试科目，在学生生物、地理课程结束后，
即初二年级下学期期末进行相关考
试。考试成绩按每门满分50分计入学
生次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总成绩。

生物、地理学科考试成绩既是衡
量学生是否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主
要依据，也是普通高中录取新生的主
要依据。2018年生物、地理学科中
招考试统一实行网上报名，考试时间

安排在 2018年 6月 27日上午进行。
两学科中招考试实行全省统一命题、
统一试卷、统一考试时间，采用闭卷
考试方式，卷面分值均为50分，考试
时间均为50分钟。

在推进中招考试科目改革中，我
省逐步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
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中招考试）范围。在相应
课程结束后进行，实行随教随考随
清。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
索将信息技术、艺术（音乐、美术）纳
入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并以一定分值
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③7“救命钱”温暖低保户

2016年河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报告出炉

我省城市生长速度加快

我省将生物、地理纳入中考科目

寒冬时节问民生⑤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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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本报通讯员 刘小江 杨洋

在自助借阅电子图书设备前，只
需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下载海
量的电子书资源；利用手机上的
APP，通过高清摄像头和远程监控系
统，便可以对“书房”进行全天候监
控。不仅如此，“书房”内的智能感应
灯还能适时调节光线，智能空调也可
感应人体，自动调节温度……

这么高大上的“智慧城市书房”，
在一些大城市都比较罕见，12月 12
日，记者发现这已成了新安县县城内
的一道风景。

据了解，为积极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新安，新安县委、县政府
投资 140 余万元建成两座“城市书
房”，每座占地 40多平方米，摆放图
书 3000 余册。记者来到该县体育
馆东侧的一座“城市书房”内，尽管
外面天寒地冻，但“书房”内却温暖
如春。排列有序的书架前，不少市
民正在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

“‘书房’刚投入使用，我就给两
个孩子一人办了一张借阅证，一到周
日，孩子就嚷着要去看书，我现在也
爱上了这个地方。”在县城东区居住
的王晓庆女士说。

“之所以称其为‘智慧城市书
房’，是因为它能给人带来家的感
觉和读书氛围，让人们在工作之
余，可以到这里享受轻松、自由、有
温度、有情怀的公共阅读空间。”
新安县图书馆副馆长曾利萍介绍
说，“智慧城市书房”的另一大特点
是智能化，这里安装了自助借阅电
子图书设备，读者可以自助办理借
阅证、自助借还图书。同时，“书房”
还配备了阅览桌椅、电脑等设施，方
便读者免费阅读、免费上网，既为读
者阅读提供便利，又节约了“书房”

的运营成本。
近年来，新安县以加强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城市功能为重
点，大力推进“智慧新安”建设。坚
持系统谋划，智能镶入，打通“信息
孤岛”，既要“面子”更要“里子”，为
城市管理注入了智慧内涵。目前，
该县“智慧环保”“智慧治安”“智慧城
管”“智慧旅游”“智慧矿山”等五大系
统已上线运行。

智慧的触角，正一步步伸展到当
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智慧
书房”的建成，标志着新安县城市智
慧化管理水平的又一提升。据了解，
该县明年将在县城区公共场所再建
设“城市书房”4座，11个乡镇各建设
1座，真正实现“15分钟城市阅读圈”
的目标。③4

12月11日,项城市新桥镇姜胡同村举办首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对好媳
妇、好婆婆、好家庭代表及8名好乡贤进行表彰，为道德模范披上绶带，颁发奖
杯、证书和奖品。⑨3 张永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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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记者 12
月 12日获悉，随着冷空气主体到来，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将
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降温幅
度在8℃~10℃。

省气象台预计，13日，全省阴天，
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平顶山、许
昌、漯河、南阳、驻马店、周口、信阳11
地区和安阳、鹤壁、新乡、郑州4地区
西部以及巩义、汝州、邓州、鹿邑、新
蔡、固始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三门
峡、洛阳两地区和南阳地区西部部分
地区有中雪；其他地区局部有零星小
雪。全省东北风2到3级逐渐加大到
4级左右。最低温度：北部零下 6℃
到零下4℃；东南部0℃左右；其他地
区零下 3℃到零下 1℃。最高温度：
西部、北部 1℃到 3℃；东部、东南部

5℃到7℃；其他地区3℃到5℃。
14日白天，中部、南部小雪或雨

夹雪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
云。14日夜里，全省阴天，沿黄及其
以南大部分地区转小雨雪。

15日，南部雨夹雪或小雪停止转
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部分地
区气温有望回升到10℃或以上。

当前我省小麦已进入冬前生长
发育与分蘖高峰期，也是抓好田间管
理、培育冬前壮苗的关键时期。省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雷振生建
议，冬前管理要以促为主，促根增蘖，
促控结合，培育壮苗，保苗安全越
冬。遇到强降温天气，要及早浇水防
冻，尤其是墒情较差的麦田。晚播弱
苗田块亦可采取秸秆覆盖、增施农家
肥等防护措施。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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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下午，信阳市罗山县龙池大
道中福在线销售厅传来喜讯，一位彩民喜
中连环夺宝游戏 25万元大奖。令人不可
思议的是，这台中奖机器已是第 3次中出
头奖了！

当天下午，李先生走进大厅，选择坐在
了6号投注机上，开始进入“连环夺宝”游
戏，刚玩到第二关不久，20颗“祖母绿”宝
石突然从屏幕上方落了下来，顿时整个屏
幕都闪烁起了晶莹的光芒，并弹出“恭喜中
得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的提示，李先生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拍案而起并欢呼道：

“我这是中大奖了吗？”在场的人们听到后
都急忙聚拢过来，厅内工作人员看见屏幕
时兴奋地说：“您中大奖了！这台投注机已

是第三次中出25万元大奖啦，真乃幸运投
注机啊！”现场顿时沸腾起来，大家一同见
证了这个喜悦的时刻。

据了解,中得大奖的李先生是位郑州
人，此次来到信阳出差，是第一次走进罗山
的中福在线大厅，但却是一位资深老彩民，
以前也中过一些小奖，却未曾想到，此次来
到信阳竟能收获25万元大奖，也许就像李
先生说的一样，“信阳是个出大奖的宝地！”

随着“中福在线”的不断发展，越来越
多的彩民了解并喜爱上了这款新颖的视频
彩票游戏，也在休闲娱乐之中收获了许多
大奖，期望今后大奖宝地信阳能将幸运带
给更多的彩民。

（陈雨琪）

再获好运 信阳罗山中福在线喜中头奖

2017年第 50周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
573万元。其中兑付40万元大奖1个。本
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项兑出。根据本周

奖金兑付情况分析黄金时代等热点彩票易
中出。福彩刮刮乐返奖率 65%，中奖面
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福彩刮刮乐2017年第50周大奖公告

大范围雨雪将来袭

小县城建起了“智慧书房”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2 月 12
日，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经推荐、评
审、抽查、公示等环节，荥阳市明珠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99家农机合作
社被新认定为河南省农机合作社示
范社。

近年来，农机合作社成为我省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突出亮点。三夏
三秋期间，合作社承担的跨区作业
量占全省作业量 80%左右，服务范
围由耕、种、收环节为主向产前、产
中、产后全环节拓展，社会化服务向
纵深发展，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不断
涌现。5年间，我省农机合作社发展
迅速、质升量增，由 2012 年的 4500
个增加到 2017 年的 6700 个。农机

合作社有效地带动了先进技术的集
成应用，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和产
业化发展。

据了解，去年我省启动第一轮农
机合作社示范创建活动，认定了 97
家省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加上今
年认定的99家，截至目前，我省省级
农机合作社示范社达196家。

省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实行动
态管理，有效期为3年。省农机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把农机合作社
建设作为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抓手，鼓励合作社发展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③4

我省新认定99家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12月 9日，汝阳县中蔼
万家服饰有限公司的女工在
加工服装。该县与省服装协
会合作实施“巧媳妇”工程，
由该公司建立 3 个中心工
厂，56个小工厂，拓宽了农
民增收致富的门路。⑨3
康红军 摄

农家女
变“巧裁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