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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1月 2日，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
日。开封市举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市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上，开封市委书记侯红在全面
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封市经济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后，话锋一转，说
道：“同志们，新的一年，在看到成绩
的同时，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
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反思。”

在其后 10分钟时间里，侯红一
口气向全市干部提出八个“为什么”。

一是在产业方面，为什么作为历
史文化名城，开封文化产业总体发展
不错，但一产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与
其他传统农区一样，还高出全省平均
水平几个百分点？开封工业不大不
强，这些年也采取了一系列补短板的
措施，但这块短板依然补不上或见效
不大？顶层设计是不是变成了部门
的具体行动？

二是在区位方面，为什么有的与
我们区位优势相当的地区，民营经济
发展很好，我们在营商环境上有没有
真正为企业着想？

三是在发挥优势方面，为什么我

们历史文化优势凸显，但将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真正
壮大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还不够？我
们拥有百年名校河南大学，重大科研
成果也层出不穷，但开封的动力转换
还是不足，我们有没有搭建好承接转
换的平台？有没有打破校地壁垒，将
人才政策用到在汴的各高校中，真正
让他们留下来、安得住？

在抢抓机遇方面，在合力攻坚方
面，在民生方面，在干部作风以及导
向方面……随着八个“为什么”一个
个被提出，与会干部的表情愈发凝重
起来。

“这些问题有些看似表象，其实
都有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清醒面
对，下大力气解决，特别是要在思
想解放、干部作风、发展理念、工作
标准、环境优化上有大突破。”侯红
说。

“顶层设计再好，落不了地就等
于白说！”侯红补充道，“开封守着河
南大学，如果还让河南大学的科研成
果摆在别人的‘货架’上，我们的执行
真是有问题了！”

“会上的八个‘为什么’，正是我
们工作努力和改进的方向。”一位参
加会议的局委负责人告诉记者。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2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018年春运自 2月 1日开始，3月
12日结束。1月3日，春运首日火车票
正式开始预售，今年春运，铁路部门
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包括积分兑
换车票、自主选座、接续换乘、网络订
餐等。

今年春运，网络、电话订票预售
期为 3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
售票机预售期为 28 天。近年来，每
年除夕前夕以及正月初六前后都是
春运客流高峰，除夕和初六当天的车
票最为紧俏。按照 30天的预售期推
算，今年除夕(2 月 15 日)当天的火车
票，将在 1月 17日起开售，正月初六

(2月 21日)的火车票，将在 1月 23日
起开售。

2017年 12月 20日起，铁路部门
推出常旅客会员服务。会员购买车
票将获得相应乘车积分，每 1元票价
可获 5个积分；积分首次达到 1万分
以上，可用于兑换车票，每 100 积分
相当于 1元钱。积分有效期为 12个
月。此外，铁路部门还推出动车组列
车自主选座服务，凡是乘坐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均可在网上自主
选座。为做好普速、高铁、城际列车
旅客接续换乘服务，部分车站开启

“换乘驿站”，增设换乘服务岗位人
员，为半小时内车次接续换乘旅客提
供出行便利。③6本报讯（记者王延辉）“智汇郑

州”，诚意满满。1月 2日，2018年的
第一个工作日，郑州市正式启动了青
年人才补贴政策申报受理工作。

一大早，郑州市人社局及各县
（区）人才服务窗口便忙碌了起来，符
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接踵而至，提交材
料、核对信息、签字确认，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去年 11月底，郑州市发布了“史
上最强人才新政”。按照相关政策，
2017年 1月 1日后毕业、在郑州市域
内落户、缴纳社会保险满 3个月并符
合“智汇郑州”人才政策规定条件的
青年人才，均可申请生活补贴。其
中，新引进落户的博士、35岁以下的
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技工院
校预备技师（技师），3年内按每人每
月 1500 元、1000 元、500 元的标准
发放生活补贴；落户后暂未就业或
创业的，按上述标准发放 6个月的生
活补贴。

郑银锐是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
“智汇郑州”人才服务窗口当天成功受
理的第一位申报者。2017年 6月，她

从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回到郑州
工作。“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郑州市发
布的‘人才新政’很实用，为我们这些
就业和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土

壤和环境。”拿着“青年人才”业务受理
登记表，郑银锐开心地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申报受理过程
方便快捷，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备齐

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
报告、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等材料，
系统几分钟之内就可成功受理。

“受理之后还需要再经过审核、公
示等环节，生活补贴将按程序拨付至
社保卡金融账户，每季度发放一次。”
金水区“智汇郑州”工作人员郑景亚介
绍说。

“青年人才生活补贴申领有三种
途径，可在服务窗口申报，也可通过
手机支付宝城市服务和手机微信城
市服务申报。”郑州市人才办副主任
王保田介绍，除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和
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技师）需
要在服务窗口进行申报外，其他申请
人可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城市服务”
页面进入“智汇郑州”人才工程栏目，
绑定社会保障卡，输入相关信息，上
传需要提交材料的照片，点击提交即
可完成信息采集上报，随后在信息查
询页面可以查看申报办理的信息和
进度。

另据介绍，已申请生活补贴并符
合购房补贴发放条件的青年人才，可
向各级房管部门申请购房补贴。②40

本报讯（记者 谭勇）1 月 2 日下
午，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第一考核
组考核河南汇报会在郑州举行。根据
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以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罗文为组长的国务院安
委会第一考核组，开始对我省2017年
度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考核。副省长张
维宁主持汇报会。

据了解，这是国务院第二次实施对
省级政府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现场考核。
罗文代表国务院安委会第一考核组，阐
述了考核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考核

工作的总体要求，介绍了考核工作的主
要安排和工作流程，对河南省做好配合
考核和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就配合做好考核、落实考核工作
要求，张维宁强调，国务院安委会开展
安全生产考核，是一项全局性、制度性
的工作安排，也是对我省一年来安全
生产工作的一次全方位体检和把脉会
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配合做好
考核工作，切实抓好考核发现问题的
整改工作，确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③5

国务院安委会考核我省安全生产工作

2018年春运火车票今起开抢

市委书记新年的八个“为什么”

郑州启动青年人才生活补贴申报受理

申报方便快捷 坐等“红包”到手

1月2日，在郑东新区行政服务大厅“智汇郑州”人才服务窗口，去年毕业后
来郑州工作的大学生张婧明顺利办理了申报手续。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1月 2日，新年
第一天上班，安阳市委就召开经济工
作会议。

“去年前11个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10%，居全省第二；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0.8亿元，增长
15.4%，增速居全省第三……”这些
亮眼的成绩并没有让安阳市主要领
导“沾沾自喜”。今年的安阳经济工
作会更重视查摆问题寻求对策。

“我市还有 126个城中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非常落后，卫生间没

有下水道，马桶不能用，群众很窝火，
这说明我们发展质量还不高，不能满
足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迫切
需求。”市委书记李公乐带头反思。

“尽管去年总体环保工作居全省
前列，但由于基础差、基数大、企业
多，PM2.5累计浓度值为82μg/m3，
超出目标值 13μg/m3……”类似这
样的“问题查找”，会上还有 10 余
次。会议进行2个小时，查问题就用
了近一半时间。

在当天上午的会议讨论中，不少
与会代表认为，2017年，安阳以项目

建设促进动能转换，以过硬作风推动
经济转型，但与其他城市相比仍有不
小差距：安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00
家，比邯郸、新乡、焦作分别少 476
家、213家、174家……

问题找出来了，要对症下药解
决。结合当前实际，就今年经济工作
重点，安阳提出“138”思路，即把握
一个“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做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抓好项目建设
等八项重点工作。每一大项又包含

多个小项，思路清晰，任务明确。
“没有什么‘花哨’语句，实打实

的工作任务多了。”安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说，“今年经济
工作会议透着一个词‘务实’，大到近
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小到存在问题和
眼前工作，都很实在。”

“安阳各项经济指标稳中有升，
是好事，但容易让人产生自满和懈怠
情绪。”安阳市市长王新伟说，“只有
自我加压找差距，主动作为抬标杆，
才能抢抓发展机遇，助力安阳重返全
省‘第一方阵’。”③5

安阳经济工作会 一半时间找问题

本报讯（记者 栾姗）1 月 2 日，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该
集团正式启动郑州基地二期项目建
设，产能规模将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一倍。

2017年1月，在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推动下，上汽集团和郑州市
成功签订在郑州建设年产 60万辆乘
用车项目合作协议。仅仅半年多时
间，郑州基地一期项目实现竣工投产，
年产乘用车 30万辆并实现新车型荣
威RX3下线，满足市场对“SUV互联
网汽车”强劲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上
汽乘用车上海临港、南京浦口、郑州经
开的联动产业格局。

上汽集团瞄准汽车市场消费升级

趋势，不断提升“互联网+新能源”车型
比例，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解决
方案。根据规划，上汽集团郑州基地
二期项目占地面积约1600亩，生产制
造荣威、MG等多款自主品牌系列产
品，预计2020年郑州基地年产量将达
60万辆，上汽集团三大基地整体年产
量将超过120万辆。

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
表示，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
度，提高郑州工厂产量和产品价值，带
动上汽物流、零部件产业同步发展，拓
展金融、后市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空
间，助推汽车制造业发展成为河南新
的主导产业，为中原大地经济社会发
展多作贡献。③5

上汽郑州基地二期项目建设启动

1月 2日，邓州市河
南凯达汽车有限公司环
卫类专用车生产车间内，
工人在生产订单产品。
该项目总投资近6亿元，
从事纯电动专用车和环
卫类专用车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⑨6
崔培林 王中献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1月 2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民政厅、省财
政厅近日联合下文，再次提高我省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年人均不低
于 3150 元，变为年人均不低于 3210
元，高于 2017年我省扶贫标准(3208
元)，全面实现了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
的“两线合一”。

据悉，为扎实做好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工作，我省加快推
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
衔接，有序开展低保对象复核认定，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
低保兜底范围。经全省民政、扶贫部
门联合识别认定，2017年全省既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又是农村低保家庭人
员、特困人员的总数为 171.8万人，比
2016年年底增加 91.8 万人。去年全
省共有40.6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新增纳
入农村低保、7.3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纳
入特困人员兜底保障范围，全省农村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政策兜底作用日
益凸显。

近年来，我省持续提高城乡低保
补助标准，不断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其中，去年全省农村低保对象月
人均补助水平由 132 元提高到 142
元，惠及 320 万农村低保对象。此
次，随着农村低保标准的调整，部分
地区又根据地方财力状况上调了补
助水平。此外，我省去年也进一步提
高了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定为不低于
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年人均提高
595 元，惠及全省 50 万农村特困人
员。

据介绍，省民政厅去年抽调 173
名工作人员，组成 18个调研组，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了基层民政工作大走访
大调研活动，实地走访民政服务机构
3343家，走访困难群众2958户，对民
政惠民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确保贫困群众得到及时救助。③5

我省再次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年人均不低于3210元

1月2日，工作人员在郑州市郑东新区阿卡迪亚小区进行垃圾分类宣传，示
范如何使用垃圾分类设备获取积分兑换生活用品。郑东新区将有10个小区启
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回收。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