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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个人不用再提交无违法犯罪记
录证明，现在只需要你写一份无违法
犯罪记录申明书即可。”前不久，来自
许昌的张琳报名参加郑州一所小学教
师的招聘考试，工作人员告诉她报考
注意事项。

“以前参加教师招聘考试，个人需
要到辖区派出所开具无违法犯罪证
明，往返奔波，费时费力，也不一定能
办成。”张琳告诉记者，“现在报考人递
交申明书后，由学校统一函询公安机
关，核查报考人违法犯罪记录信息，免
除了报考人开证明的麻烦。”

这是我省大力推进“减证便民”的
一个缩影。以前，不少群众可能碰到
过需要开具各种“奇葩证明”的经历，
现在，一些无谓的证明被取消，群众办
事更顺畅了。

7 月 3 日，记者来到郑州市公安局
丰产路派出所，探访“减证便民”带来
的便利。

“以前，个人或单位经常来派出所
开具各类证明，每年我们开具近千份
证明，其中不乏‘我妈是我妈’等奇葩
证明，令办事人很烦心。”户籍民警杨
景新说。

“2015年，公安机关取消了违法犯
罪记录证明、身份证丢失证明、生存
（健在）证明等 18 类开具证明。”杨景
新告诉记者，“近几年通过全面清理规
范各类证明，有效杜绝了各种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和重复证明。”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减证便民”专项行动，一些无谓的证
明被彻底砍掉，从一定程度上简化了
办事环节和手续，提高了服务质量，让
群众办事更方便。

公证员执业证审核和律师执业证
办理，不再提交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登记，不再提交相
关行业资格和资质证明……记者在省
司法厅“减证便民”清单中发现，凡是
由司法部门核实的事项，群众不必再
提供证明。

“此次‘减证便民’清单最大的亮
点 就 是 从‘ 群 众 来 回 跑 ’变 成‘ 信 息
跑’，其中过半证明调整为通过部门调
查核实、网络核验等方式办理。”省司
法厅有关负责人说，取消各类证明的
过程实际上倒逼了政府信息共享，倒
逼了数据的联通，通过部门之间的协
同协作，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对
于打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信息孤
岛”是非常重要的。③5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在连续
两次下调后，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迎来
年内最大幅上调。国家发改委 9 日宣
布，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8年 7月 9日 24时起，国内汽油、柴
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70元和260元。

此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
上调约 2 角。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
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
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
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
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
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
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
善。

简政便民在行动

热点关注

“奇葩证明”取消
群众办事顺畅

此次‘减证便民’清单最大
的亮点就是从‘群众来回
跑’变成‘信息跑’，其中过
半证明调整为通过部门调
查核实、网络核验等方式
办理。

汽油柴油价格年内
最大幅上调

每升上调约2角

为把惠及困难群众的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省残联等部门协同

合作，细化目标任务，明确督查措施，
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求实效。

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将低保
提标落实情况作为困难群众生活保
障工作开展情况的重要指标进行绩
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

的重要因素；会同省残联对残疾人两项
补贴落实情况进行调研督查。

当前，还存在着市（县）级财政资金
发放环节较多，资金发放到群众手里进
度缓慢等问题。对此，省民政厅厅长鲍
常勇表示：“我们将不断完善考核机制，
明确各级各部门责任，继续实行月通
报、季督导制度，确保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③4

聚焦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一

低保户“救命钱”稳步上调

□本报记者 卢松

最近，平舆县十字路乡村民秦雪
立到乡农村信用社取低保金时，发现
上半年他和妻子的钱多了144元。“到
村委会一问，才知道每月的补助又多
了 12元。”7月 6日，47岁的秦雪立回
忆说。

6年前，正当壮年的秦雪立突然
得病，全身肌肉萎缩，丧失劳动能力，
看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两年前，妻
子又查出哮喘病，一直吃药，不能干重
活。疾病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连女
儿的学费都凑不齐。

所幸，赶上县里推进低保与扶贫
衔接，秦雪立两口子“吃”了低保，每人
每月能领 154元；秦雪立申请了残疾
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领取120
元；妻子申请慢性病救助，看病有补
助；营养餐补贴让女儿安心读书。秦
雪立坚定地说：“生活有困难，政府来
帮忙，日子会越来越好。”

脱贫攻坚逢决战，“精准
兜底”更关键。

我省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五保户）和残疾人等困难群众
数量较大，他们大多不能通过自身
努 力 实 现 脱 贫 ，需 要 政 府 兜 底 保
障。以低保救助为例，全省像秦雪
立这样的低保对象有 350 万人，低
保金是他们的“救命钱”。每年的低
保标准高于扶贫标准，他们才能实
现脱贫。

为此，省政府不断提高城乡低
保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让困难群
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其中，今
年“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民
生实事的目标任务为：从 2018 年 1
月 1日起，将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财
政补助水平分别由不低于 250 元、
142 元 提 高 到 不 低 于 262 元 、154
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
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继续落实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

为啥要提标？
困难群众
由政府“兜底脱贫”

A
3月初，省民政厅、省财

政厅、省扶贫办联合下发通
知，再次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6月30日，全省已全部完成上半年城

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资金发放及提
标后的资金补发工作。共发放城乡
低保、特困人员供养资金69.89亿元，
惠及近 400万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
人员。今年上半年全省残疾人两项
补贴也已全部发放到位，7亿多元补
贴惠及近162万残疾人。

我省对城乡低保对象
和享受补贴的残疾人，实行

“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严守“个人申请、入户核查、民

主评议、公开公示、乡镇审核、县级
民政审批”程序，精准认定低保对
象，使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应保尽
保。经复核认定，家庭情况好转，
收入水平高于低保标准的保障对
象，及时退出低保名单。同时，建

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定期复核和随
机抽查制度，防止重、漏、错现象发
生。

有需求的城乡困难群众，可向
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社会救助服务窗口申请救助。其
中，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村民（居
民）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可代为办
理申请事宜。

如何保障按时发放？通报督导确保资金快速到账

让获得感满满的短评

洪峰流量大增

7 月 8日，记者来到黄河郑州段
南裹头，在广场上，高音喇叭在不停
地提醒游客不要靠近河道，注意避
险。

惠金河务局值班人员高坤和同
伴们在不停巡逻，“黄河下泄洪水，河
水漫上滩地，和前几天比，河水涨了
一米多。”高坤说。

黄河水为何突然上涨？原来，7
月1日，黄河正式进入汛期。7月1日
至 7月 3日，黄河中游泾渭河流域遭
遇强降雨，渭河咸阳站 7月 4日 11时
流量每秒 1880 立方米。7 月 6 日 7
时，渭河入黄口水文站——华县站，
洪峰流量每秒2200立方米。

为主动应对中游泾渭河洪水，根
据当前汛情和未来天气形势预测，黄
河防总按照国家防总统一部署，统筹
流域上中下游防洪，确保渭河洪水进
入黄河下游后安全入海。

远离危险河道

站在南裹头岸上，近处河道内，
浑浊的黄河水打着旋向下游流去。
远处，河道中间的沙洲大部分被淹
没，只留下一些绿色的树枝。

“附近群众说黄河是‘面善心狠’，
一点不假。”惠金河务局工程管理科科
长孙广伟说，表面看黄河水面水流平
稳，实际水下暗流涌动。在黄河河水
漫滩时，个别游客在水边戏水，十分危
险，你觉得脚下还算稳当，但是再向前
半步，就有可能是数米深的河道。

记者从省防指黄河防办了解到，
相关部门在沿黄防洪工程醒目位置
设置警示性、提示性标牌、标识 1万
余处，做到重点部位全覆盖、无死角；
同时，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开展防洪
避险宣传，印发宣传材料 40余万份，
以切实提高沿黄群众防洪避险意识。

提防事故高发区

黄河沿线哪些部位易发生溺水
事故？“靠河工程、靠水滩地、闸前闸
后。”河南黄河河务局防办副主任崔
景霞介绍，靠河工程，由于水深流急，
漩涡众多，一旦跌入水中很难自救和
救援；黄河滩地抗水流冲刷能力差，
且沙大水浑，看不到水面以下水流和
河底状况，一些部位受水流反复淘
刷，没有根基，一旦落水，难以搜救；
闸前闸后，闸洞深，水流急，一旦被水
流冲走，就会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这
些地段是群众爱去的地方，同时也是
溺水事故多发的部位。

河南黄河河务局呼吁，当前暑期
已来临，希望各位家长提高防范意识，
同时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管，强化预
防溺水教育，严防溺水事故发生。③5

黄河正在泄洪 勿在水边玩耍

往前半步，或是“深渊”

这两天，郑州市不少读

者的手机上收到“温馨

提示”说：“目前黄河正在

下泄洪水，水深流急，请

您提醒家人和朋友，不

要下河游泳、捕鱼，珍爱

生命，远离河道”。去黄

河边玩，真有那么险吗？

记者为此进行了走访。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7月 3日，时装琳琅满目的新
田 360 广场郑州国贸店，购物者
络绎不绝。如今，到商场或者网
上购买服装，成为人们日常的消
费方式。而在 1982年，我省城乡
居民穿衣还主要依赖到商店购买
布料找裁缝做衣服。那时作为商
店服务员，能接触到各式布料，特
别令人羡慕。⑨3

时光已逝
光鲜“衣”旧

时装琳琅满目的新田360广场郑州国贸店（7月3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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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怎么样？上半年补助资金已发放到位

补助对象怎么管理？“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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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

因病致贫的秦雪立夫妇在领到上

半年的补助时，发现多了 144元。这个

小惊喜，让夫妻俩兴奋不已。

我省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五

保户）和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数量较大，

他们大多需要政府兜底保障。对他们

来说，低保金是“救命钱”,每人每月增

加 12 元虽然有限，却着实让他们感到

温暖。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调低

保标准，全部足额发放到位，扎实推进

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筑牢贫困群

众吃饱、穿暖的最后一道防线，才能使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唯有始终

将贫困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为

老百姓谋实事、办好事，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是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最好的诠释和

实践。②46

7月9日
24时起

国内汽油、柴
油价格每吨分
别 提 高 270
元和260元

□本报记者 高长岭

图为1982年顾客在舞阳一商店内选购布料 本报资料图片

民生速递

今年民生实事回头看

7月 9日，项城市丁集镇综合社会服务中心内，村民王书俊的家属在为
其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今年“提高城乡居民社
会保障水平”民生实事
的目标任务

城市低保对象
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
由不低于 250元
提高到不低于 262元

农村低保对象
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
由不低于 142元
提高到不低于 154元

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
当地低保标准的 1.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