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脱贫攻坚工作重点任务及举措》

按照规定，考试结束前不允许考生交卷离场。如果考生确因患病等原因无法坚持到考试结

束的，由监考员报告主考，由主考根据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省招办提醒，考生需在监考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粘贴本人的试卷条形码。粘贴前，注意核

对条形码上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是否有误，如果有误，立即举手报告。

民生新闻│052018年6月５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高超 胡舒彤 美编 党瑶

●● ●● ●●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 月 31 日，
省公安厅向社会发布《群众举报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群众发现 11类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线索可向警方举报，警方核实确认
后将予以奖励，最高奖励2万元。

《办法》所指11类黑恶势力是：威胁
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
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
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

村资源、侵吞
集 体 资 产 的
黑恶势力；利
用家族、宗族
势 力 横 行 乡
里 、称 霸 一
方、欺压残害
百 姓 的“ 村
霸”等黑恶势
力；在征地、租
地、拆迁、工程
项 目 建 设 等
过 程 中 煽 动
闹 事 的 黑 恶
势力；在建筑
工程、交通运
输、矿产资源、

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
竞标、非法占地、乱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
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
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

“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
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
势力；组织或雇用网络“水军”在网上威
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及跨国跨境的
黑恶势力。

设置奖金采用“以战果体现价值”的
客观标准，根据战果大小，分别设定
1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奖金。

《办法》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所举报
的办案线索，发现、打掉涉黑团伙的奖励
2万元，发现、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奖
励 1万元，破获恶势力具体犯罪案件的
奖励 5000元。公安机关根据所举报的
抓捕线索，成功抓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集团主犯的奖励5000元，抓获骨干成
员的奖励3000元，抓获一般成员的奖励
1000元。③8

□本报记者 谭勇

目前，全省已进入高温酷暑季节。
在夏季高温天气和高温作业环境下，劳
动强度高，热辐射强度大，有机溶剂容易
挥发，职业病危害因素活跃，防暑降温和
职业病危害防控不可少。

近来，记者在各地走访时发现，一些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意识薄
弱，只是简单地通过打开空调、关闭工作
场所门窗及通风设施进行降温，容易导
致工作场所通风不畅、空气中有毒有害

物质蓄积、浓
度升高，对劳
动 者 身 体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构成威胁。

做 好 防
暑降温，合理
安 排 作 业 时
间很重要。6
月 4 日，省政
府 安 委 会 办
公 室 专 门 下
发通知要求，
日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40℃ 以
上，应当停止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 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
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
超过 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
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
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
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
作业时间。

“在高温天气来临之际，用人单位应
组织高温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及其他
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应
当调整作业岗位。”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职业健康处处长谢一兵说，要为从事
高温作业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必
需药品和降温设备等保健物品。

那么，如何强化职业中毒防控呢？谢
一兵建议，要规范有机溶剂的管理和使
用，采用无毒或低毒等新型原辅材料来替
代含苯、正己烷等物质的原辅材料。③4

最高奖励2万元

举报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线索有奖

民生速递

夏季高温期间

职业病危害
防控不可少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小时候石梁河河水很好，俺时常
在里面逮鱼。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附近
皮革厂、造纸厂排出的污水把河水变得
黑臭。经过这几年的污染治理，水质变
好了，一些水鸟又回来了。”许昌市建安
区苏桥镇西村村民葛根奇从小生活在
石梁河边，6月 1日，与记者谈起身边这
条河流水质的变化，他脸上露出欣慰的
笑容。

但葛根奇也坦言，石梁河还没有完全
恢复到他儿时的状态，河水中还有疯长的
水草，“这与地里氮肥流失有关。”他说。

当天，葛根奇和村民们参加了由镇
农技站组织的培训活动，学习农田高产
清洁种植技术，也就是如何减量施用化
肥，保持稳产增产并减少污染。自从
2016年水专项项目在苏桥镇建立工作

站以来，类似
的培训会已举
办多次，不仅
传播了农田清
洁种植技术，
而且极大地提
升了农民的环
保意识，村民
们已经逐步认
识到过度施用
化肥带来的危
害。

“ 河 流 附
近的农田过度

施用化肥造成的氮素污染，是影响水质
的元凶之一。”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魏东洋告诉记者。

据测算，农作物化肥吸收利用率仅
有 30%至 35%，65%至 70%都流失掉
了。其中，化肥中的氮素流到河流里，造
成河水氮超标，水体富营养化，水草疯
长，产生水华，甚至发黑发臭。

近三年来，石梁河流域5000亩农田
开展了“节氮-增效-控污”应用示范，力
图解决农田化肥利用率低下和氮素流失
严重造成环境污染问题。这也是国家水
体污染与防治技术重大专项淮河项目清
潩河流域综合示范课题的子课题，由生
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郑州大
学和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
承担，来自环保、生态、农业等多领域的
专家进行联合攻关。

参与项目攻关的魏东洋说，他们已
经摸索出了以“节氮-增效-控污”为核
心的农田清洁种植技术，当地农技部门
印发了技术规程，指导农民进行推广。

苏桥镇西村党支部书记葛朝义指着
技术规程小册子说，经过几年实践，越来
越多村民相信了减肥并不减产的事实。
原来村里每亩地一年需要100至 150斤
复合肥，现在只需要70至 75斤，但产量
与对照组农田相比还略有增加。

“污染少了，石梁河从浑水变得清亮
亮的。”葛朝义说，这几年经过治理，沿河
的工业污水没了，化肥污染随着清洁种
植技术的推广也在逐步减少。

“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村民们儿时
记忆中那条清亮亮的河流一定会回来。”
魏东洋说。③6

石梁河水
清亮亮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近在
眼前，考生们进入了备考的紧要关
头。除了冲刺复习，良好的考前状
态、精心的考前准备，也是决胜高考
必不可少的法宝。6月 3日，省招办
从保管好相关证件、提前熟悉考点环
境、保持身心健康、提前出门是万全
之策等四个方面，温馨提示考生“精
心准备，考试无忧”。

省招办提醒考生，参加考试时务
必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如果准考证
丢失，要到报名所在的考区招办补
办。如果身份证丢失，要到户口所在
地公安部门开具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并由公安部门在照片上加盖骑缝章。

6 月 6 日下午，考生可持准考证
查看考点、考场，熟悉考点环境。省
招办提醒考生恰当选择交通工具，合
理规划赶考路线，并穿戴合适衣服进
行入场身份验证演练和“无声入场”
演练。

按照规定，高考首场考试开考前
40分钟开始进场，其余的开考前 30
分钟开始进场，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
生不准进场，外语考试 14:25开始入
场，14:45禁止入场。省招办建议考
生提前到达考点，给自己留出充裕时
间从容上阵。③8

准考证丢了怎么办？哪天可以看考点？

高考在即，这些准备要精心

考
试
过
程
中
注
意
五
件
事

6 月 4 日，夏邑县 300
多名私家车主、出租车司
机将自己的车辆贴上爱心
送考标志，在高考期间免
费为考生和家长服务。⑨3
苗育才 摄

爱心送考

在高温天气来
临之际，用人单
位应组织高温
作业劳动者进
行职业健康检
查。

政策解读

就业扶贫 千万岗位送上门

在濮阳市58到家培训基地，经过
免费培训走上工作岗位的学员受欢
迎、身价高。“月薪5000元至 8000元
的占多数，超过1万元的也不少。”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贫困人
口更体面地就业，今年全年拟投入
8000万元在20个贫困县建设20个城
乡劳动者转移就业培训品牌基地。今
年将培训贫困劳动力10万人，确保未
实现转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培训率超
过80%。参与培训的贫困人员，不仅

培训免费，每人每天还有30元的生活
费补贴和县市外（省内）参加培训每人
300元的一次性交通补贴。

另外，各地要选择一批吸纳能力
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就业扶贫
基地，每个贫困县建设不少于 3个就
业扶贫基地，全省建设就业扶贫基地
200个以上。同时，全省3723个未脱
贫贫困村每村至少新开发1个公益性
岗位，安置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社保扶贫 一个也不能少

“织密社保网，脱贫攻坚才能有保

障。”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
分发挥现行社会保险政策作用，推动
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现221.4万名
未脱贫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在原来 80元基
础上提高到每人每月 98 元。提高
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人
均提高 40元，达到 490 元。将全省
农村贫困人口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
的门诊病种由原来 10 种增加到 27
种以上，门诊慢性病病种增加到 15

种以上，报销比例提高到 85%。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由人均 31
元增加到 51元。今年起，农村贫困
人口享受大病保险“一降一提高”倾
斜政策，即起付线由 15000 元降至
7500 元，各费用段报销比例分别提
高到 80%、85%、95%。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由人均 60
元增加到 86元。

人才帮扶 引导人才向
“低”处走

“贫困地区不仅招人难，留人也
难。”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帮扶力度，在
贫困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方面实
行“四放宽、三倾斜、一减免”政策，鼓
励和引导各类人才到贫困地区干事
创业。全省“三支一扶”招募名额由
800 名增加到 1000 名，新增 200 名
招募名额主要用于贫困县，配合做好
特岗教师、全科医生特岗计划等服务
基层项目人才招聘工作。积极筹措
资金，支持卢氏县、嵩县、淅川县、台
前县的县乡（镇）基层服务平台建设，
新建县级服务中心 1个、乡镇服务站
（所）49个。③9

《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脱贫攻坚工作重点任务及举措》出炉

三个“扶贫大礼包”请收好

热点关注

就业扶贫

今年全年拟投入8000
万元在20个贫困县建设
20 个城乡劳动者转移就
业培训品牌基地

充分发挥现行社会保险政
策作用，推动贫困人口全
部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社保扶贫

全省“三支一扶”招募名额

新增200名，主要用于
贫困县，配合做好特岗教
师、全科医生特岗计划等服
务基层项目人才招聘工作

人才帮扶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6月 4日，在周口淮阳瑞能

服帽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贫困户

齐云萍正在给新下线的巴黎世

家帽子打包。“多亏了县人社局

帮我介绍这份工作，现在每个月

能挣 4000 多元，俺家也脱贫

了。”齐云萍高兴地说。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发布了《2018 年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系统脱贫攻坚工作重

点任务及举措》，扶持政策覆盖

就业、社保、人才等全领域脱贫

攻坚工作。今年在全省像齐云

萍这样通过就业帮扶实现脱贫

的人员将新增 9.6万人，有就业

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劳动力

80%可实现就业。

制图/胡冰洁

别样
生日会

“六一”过后，郑州市多所中学举行14岁集体生日活动，告别童年，感恩父母、感
恩老师，做负责任的孩子。6月4日，在河南省实验学校英才中学，八年级的各个教室
里都充满欢声笑语。学生们或诗朗诵、或放声高歌，抒发着对青春的无限憧憬，老师
和家长代表们也纷纷送上祝福。②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周峰 摄

经过几年实践，
越来越多村民
相信了减肥并
不减产的事实。

考生填涂答题卡时，要注意保持答题卡的平整，不要折叠、弄脏或撕破，以免影响答卷扫

描和评阅。

省招办提示，外语考试听力将采用CD播放。14:50开始听力试听，试听结束时，将会有“试音

到此结束”的提示。听力部分考试结束时，将会有“听力部分到此结束”的提示语播出。听力部分

结束后，考生可以开始做其他部分试题。③8

考试结束，考生要将答题卡放在最上面，接着是试卷、草稿纸，不得把答题卡、试卷、草稿

纸带出考场，试卷全部收齐后考生才能出场。此外，要把文具整理好放在座次标签旁以便后

面考试使用，不得带走。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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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奖金采用
‘以战果体现价
值’的客观标准，
根据战果大小，
分别设定 1000
元至2万元不等
的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