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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获得感 稳稳幸福感

对连续三个月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前三名的省辖市、排名
前十名的县（市）分别给予150
万元、50万元的奖励资金；连续
三个月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后三
名的省辖市、排名后十名的县
（市）分别给予150万元、50万
元的经济惩罚。

本报讯（记者 卢松）5 月 22日，
记者了解到，省民政厅日前印发《河
南省民政行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
2020年，将对无法实现产业扶持和就
业帮扶的特殊贫困群众全面实现基
本生活保障。其中，2019年至 2020
年，我省将协调推动农村低保标准每
年提高 6%左右，确保每年农村低保
标准线高于扶贫标准线，稳定实现

“两线合一”。
今年年初，我省将农村居民低保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3450元，省
财政每月人均补助154元。特困人员
平均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倍，惠及近300万名农村低保对象
和50万名特困人员。2019年至2020
年，我省将建立自然增长机制，协调争
取逐年提高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

稳定托起贫困群众的幸福底线。
让符合标准的困难群众享受低

保，同时让“超标”的群众退出低保。
民政部门与扶贫部门建立定期监测
机制，每季度比对一次农村低保对象
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实现低保
对象动态管理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识别的精准衔接，做到“有进有出、应
扶尽扶、应保尽保”。

统筹整合民政资源，聚焦深度贫
困县村脱贫攻坚。从现在起到2020
年，我省将对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
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卢氏县、台前
县、淅川县、嵩县等4个深度贫困县实
施更加集中、精准、有效支持，确保到
2020 年深度贫困地区完成脱贫任
务。其中，2018年对全省贫困县下达
1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农村敬
老院综合提升、福利机构提升、农村

幸福院和儿童之家等扶贫项目建
设。2019年至2020年在下拨贫困县
特别是深度贫困县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补助资金，以及建设福利设
施、农村幸福院时，在政策范围内给
予倾斜和资金支持，农村儿童之家将
优先考虑在贫困村建设。

此外，我省将鼓励和引导各级
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设立慈善信托、
实施扶贫项目、结对帮扶、捐赠款物
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增收。
组织实施一批面向贫困地区困难群
众的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以社
工领域的专业化手段助力精准脱
贫。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
者以农村残障人员、困境儿童、留守
老年人、留守妇女和受灾人员为重
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增强
贫困群众的获得感。③7

本报讯（记者 杨凌）5月 23日，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三届
环卫博览会上，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
司重磅发布三款全新纯电动环卫产
品，多项技术应用填补国内同类产品
空白。

据悉，基于自身强大的新能源技术
实力，宇通目前已开发出全系环卫设
备，其环卫综合解决方案使多个城市和
乡镇走上垃圾统一收集、集中压缩、密
封转运和卫生填埋的良好运行模式。

这三款新产品是：W8纯电动洗
扫车，W8纯电动压缩式垃圾车以及
纯电动扫路机。宇通重工销售支持
经理李璞介绍，这些新车型搭载了

CATL 磷 酸 铁 锂 电 池 容 量 达
124.88kWh，可满足一整天的作业需
要；永磁同步直驱电机效率高，噪音
低，分贝值低于行业内同类产品20%
以上；采用了宇通五合一控制器，为
目前行业内高压连接点最少的控制
器，能够有效消除高压安全隐患；采
用宇通自制底盘和独有的电泳处理
技术，使用寿命更长。

其中，W8纯电动洗扫车可针对
路边高处污渍进行清洁，车辆清洁率
达到 98%。W8纯电动压缩式垃圾
车对垃圾进行了压缩减容，其垃圾箱
容积达到6.4立方米，垃圾压缩比为4
比1，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全省所有
省辖市、县（市）要实行空气质量月排
名，并给予奖惩。5月 22日，省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办公开了《河南省环境
空气质量月排名暨奖惩办法（试
行）》,并通报了今年4月份各市县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根据该办法，我省行政区域内
18个省辖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及104个县（市），按照当月环
境空气质量分值从低向高进行排

序。环境空气质量分值综合考虑当
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及综
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排名两项指标。
连续三个月排名前三的省辖市、排名
前二十的县（市），由省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予以表扬和奖励。

对环境空气质量月排名靠后的
市、县（市），则予以惩处。对当月排
名后三名的省辖市、排名后二十名的
县（市）政府发警示函，进行预警提
示。对连续两个月排名后三名的省
辖市、排名后二十名的县（市、区）政
府进行通报批评。对连续三个月排
名后三名的省辖市、排名后二十名的
县（市、区）政府公开约谈政府负责
人；其中被约谈省辖市排名最后一
名、县（市、区）排名后十名政府负责
人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说明
情况，并作出整改承诺。

根据通报公布的我省今年4月份
的空气质量排名情况，按照空气质量
及同比改善程度由好到差的顺序，省
辖市中前三名为平顶山、开封、周口，后
三名为三门峡、安阳、鹤壁。按照空气
质量由好到差的顺序，前二十名的县
（市）包括商城、栾川、鲁山等，后二十名
的县（市）包括孟州、获嘉、辉县等。③7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
琦英）5月20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我省失业保险工
作重点围绕实施“一降三补”惠企惠民
政策，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预计全年可减征失业保险费10亿元以
上，进一步为企业降低成本、减轻负担。

为推动三项补贴政策落实，今年
省人社厅相继印发实施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护航行动”、技能提升“展翅
行动”和脱贫攻坚三个专项行动计

划，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护航行动”累计发放补贴17亿

元。援企稳岗补贴政策是通过对企
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提高企业履
行稳定就业岗位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促进职工岗位稳定，从源头上减少失
业。从2018年至2020年，我省将继
续推动全省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实
现稳岗补贴政策全覆盖和符合申领
条件的企业主体全覆盖。

“展翅行动”累计发放补贴1196
万元。据了解，这项政策主要是对依
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费36个月，
当年取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使
用失业保险基金给予发放 400元至
2000 元不等的补贴。政策实施以
来，全省累计发放失业保险技能提升
补贴1196万元，惠及职工9085人。

全国首创失业保险助力扶贫。
我省去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失业保险
助力扶贫专项文件，从助企扶贫、创
业扶贫、培训扶贫、就业扶贫四个方
面，对贫困县市和贫困人口进行帮
扶。截至目前，我省累计使用失业保
险基金 8510万元助力扶贫，惠及贫
困地区失业人员3.1万人。③7

□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贾永标

5月 22日，五星电器与京东集团
在洛阳举行发布会，宣布国内首家

“京东&五星电器无界零售体验店”
下月将在洛阳开业。与此同时，京东
旗下其他实体分支，以及阿里巴巴、
苏宁的实体分支，近期均在我省县镇
级市场开启了拓展小高潮。

据了解，像“京东&五星电器”这
样的双品牌店，在国内零售业并不多
见。五星电器卖场依托其既有供应
链，支撑大家电商品销售，还可提供
自助购物智能大屏选购京东自营商
品。双方以各自优势资源禀赋为条
件，形成了开放式合作。

五星电器仅是京东在河南铺设
实体渠道的合作方之一。上周，京东
刚刚与长虹·美菱在郑州开设了一家
双品牌冰洗专业店。

“当前，京东在河南市场直接铺
设或试验的实体店形态，领先于国内
多数省份。”京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如双品牌合作店、京东家电、京东
超市、京东便利店、京东帮等。仅京

东家电，即在我省县镇市场吸引了近
千个加盟商。

京东洛阳宣布开店的当天，苏宁
云商郑州公司召集“零售云品牌店模
式探讨会”，邀约了数十家家电品牌
商渠道负责人，沟通“品牌商线下渠
道加盟苏宁体系”。

据悉，苏宁零售云的核心载体是
苏宁易购精选店。这是针对乡镇级
的中小家电卖场主、手机专卖店主、
单品牌电器专卖店主等群体开创的
加盟模式。去年 10月至今，苏宁易
购精选店在我省乡镇市场已拓展30
余家门店。该公司今年计划在我省
将类似门店拓展到170个。

京东、苏宁对飙的同时，阿里系也
在我省加速“扩军”。借“村淘”管网的
多年布局，天猫优品（家电合作体验
店）、天猫小店（超市）当下在我省的拓
展速度，像开了“复印机”般高效。

电商巨头们在我省纷纷扩军，渠
道下沉、铺设实体网络的同时，也加剧
了他们与实体商企的竞争，尤其在商
品资源、售价等方面。这也将倒逼国
内零售业大供应链趋向于“去中间商”。

有关专家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零售业正
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当然消费者
是最大受益者，能买到越来越多物美
价廉的商品。③4

电商巨头在我省打响
实体店“扩军赛”

大河财立方
微信公众号

“一降三补”从源头减少失业空气质量排名先后有奖惩

省民政厅印发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让特殊贫困群众吃住不愁

宇通发布全新纯电动环卫车
多项技术应用填补国内空白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初夏时节，生机盎然。卢氏县沙
河乡果角村，带贫企业河南信念集团
近百座蔬菜大棚里果繁叶茂，长势喜
人。5月22日，我们在一座苦瓜大棚
里找到了贫困户陈加太。

今年68岁的陈加太和老伴李秋
梅，带着两个孙子生活。河南信念集
团扶持老两口儿种了两个蔬菜大棚，
一时间成了奋力脱贫的典型。可听
说采访陈加太，有人暗示我们不能问
得过多，原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离
世、儿媳远走他乡，怕提起往事伤心。

“收入好着哩！”陈加太是个大嗓
门。“我去年 10月初接手大棚，黄瓜
套种苦瓜，黄瓜去年11月上市，到今
年3月底收了12935斤，和公司对半
分成，算了两次账，一次分得 7900
元，一次分得8505元。”

陈加太告诉我们，黄瓜罢园、苦
瓜上市，两天采摘一次，到现在累计
12700 多斤，能分到 12500 多元，今
年他收入10万元有希望！

说话间不觉问到老陈为啥致贫？
“大儿子因家穷借钱还债，和媳妇生
气，结婚刚一年喝农药了。那是1998
年，20年啦。”陈加太声音变得悲戚起
来，“小儿子2010年突发脑血管疾病，
没钱看，我在外地打工还没回来他就
没了，留下俩孙子，小的刚一岁。俩儿
子总共欠了6000元，我还账还了这一
二十年。”陈加太眼里含满泪水。

“账马上就能还清，风雨过后
见彩虹!”我们安慰因贫穷经历人生
心酸的老人。

“是哩是哩，我是易地扶贫搬迁
户，如今快要搬到新楼房了，俩孙子
上学都有补助政策，老伴看病也报
销，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啦。”陈
加太笑了起来。③7

大棚里说“悲喜人生”

□本报记者 丁新科

“黄大丫”是谁？记者 5 月 22 日
到黄河科技学院采访，许多师生都推
荐先看看“黄大丫”发的文章。开始
以为“黄大丫”是一位同学，后来才明
白，她是黄河科技学院官方微信的

“小号”。“黄大丫”这个公众号 2013
年设立后，便很快以幽默、酷炫、亲
和、接地气的语言闻名该校，更成为
网络空间党建的“形象大使”。

“落叶作画”报道学生用落叶拼
党旗创意，“军训百人一字马”鼓励新
生强身健体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

知多少”用 H5 专题形式向师生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黄大丫”发表
的党建文章，在学生中都有着不错的
反响，多篇被人民网、中国青年网等
50 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在《南方周
末》数据实验室发布的全国大学微信
公众号排名中，“黄大丫”曾取得第二
的好成绩。在河南省高校团委公众
号综合排名中，“黄大丫”稳居前茅。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关
键是切合大学生的特点、入脑入心，要
从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参与感、归属感
入手。‘黄大丫’就是我们用网络新媒
体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在党的十九

大、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我们主
动策划，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平
时我们通过报道教师和学生中优秀党
员和先进分子的典型事迹，树立党员
良好形象，用身边事影响身边人，引导
大学生有理想有追求、主动向党组织
靠拢。”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介
绍。

“黄大丫”只是一个校级运营账
户，该校各院系都有新媒体运营账户
和团队，共同组成新媒体党建联盟，
定期交流推送优秀作品。以商学院
的微信运营团队为例，他们推出的

“新时代新青年”“一心向党”等栏

目，深受学生好评。据了解，各个微
信账户运营团队，都是以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为主，他们思路活跃，行
文风格贴近同龄人。“用新媒体促高
校党建，对运营团队来说本身也是
强素质增才干的一种方式，其中一
些优秀同学一毕业就被媒体录用。”
黄河科技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军
胜欣慰地说。

“我们将聚焦校园中的真善美，
传递校园正能量，把‘黄大丫’党建栏
目的招牌擦得更亮。”临别时，谈及今
后的“小目标”，“黄大丫”运营团队的
同学们自豪表白。③6

“黄大丫”：用新媒体讲好党建故事

5月 23日，中原
油田柳阳居民管理
区的志愿者到退休
老人家中服务。该
居民管理区成立了
“爱心帮帮站”，采取
“一帮一”或“一帮
多”的服务模式，定期
对老人进行走访慰问
和困难帮扶。⑨3
范兆玮 摄

帮扶一对一
爱心不停歇

5月 22日，张仲景大药房郑州南彩路店，顾客在使用自助支付的方式结
账。日前，支付宝全国首家“未来药店”落户郑州，顾客可以享受自助支付、远
程健康咨询、名医预约等服务，实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⑨3 张涛 摄

失业保险“一降三补”政策，
“一降”即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三补”即使用失业保
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的稳
岗补贴、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
的技能提升补贴、助推脱贫攻坚
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倾斜的
补贴。

好环境可期 稳就业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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