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樊霞）新学期开始，
家 庭 困 难 的 高 校 学 生 能 顺 利 入 校
吗？生活如何保障？记者 9月 3日从
省财政厅获悉，2018~2019 学年，我
省预计将提供负担风险补偿金和贴
息 8.9 亿元，对 54.8 万家庭经济困难
高校学生发放助学贷款；投入财政资
金 15.97 亿元，对 48.2 万家庭经济困
难高校学生进行资助；同时拿出 4.88
亿元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

据了解，为减轻困难家庭负担，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学
并完成学业，我省近年来建立完善全
链条学生资助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学生资助工作亮点纷呈。

创立国家助学贷款“河南模式”，
解决高校新生学费之忧。我省今年
预计将面向 54.8 万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发放助学贷款 39 亿元，各级财政
负 担 风 险 补 偿 金 和 贴 息 8.9 亿 元 。
2004 年至 2017 年，我省贷款发放量
和资助困难学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尤其是 2015 年以来，我省以校园地
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为“双轮驱动”，形成独具特色的河

南助学模式，切实缓解了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学费负担，保障高校新生顺
利入学。

充分发挥国家助学金政策作用，
解 决 高 校 贫 困 学 生 生 活 之 忧 。
2018~2019学年，我省将投入财政资
金 15.97 亿元，对 48.2 万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其中本专科学
生 43.8万人，占省内高校本专科在校
生的 1/5；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现对
研究生的全覆盖，2018 年秋季学期
将有博士研究生 2334 人、硕士研究
生 42306人从中受益。

激励高校学生全面发展，实施国
家奖学金政策奖优扶优。今年秋季
学年，我省将投入财政资金 4.88亿元
对 8.2 万名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奖
励。本专科阶段设立国家奖学金、励
志奖学金 31806 万元，用于奖励 6.2
万名特别优秀的学生和品学兼优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研究生阶段设
立国家奖学金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7021万元，其中，博士研究生 66人、
硕士研究生 825 人将获得 1848 万元
国家奖学金资助；另有优秀博士研究
生 1635 人、硕士研究生 16923 人分
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5173 万元的
奖励。③5

提醒

民生新闻│092018年9月4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胡舒彤 高超 美编 党瑶

寒门学子最高
可获 1.2 万元
奖助学金

1.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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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27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
省 2018 年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奖
助学金评审启动，具有正式学籍
的普通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都
可申报。这意味着寒门学子只要
优秀，最高可同时获得 8000元奖
学金和 4000 元助学金，共计 1.2
万元。

按照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的
学生，学习成绩与综合考评成绩排
名 均 应 位 于 前 10% ；排 名 在 前
10%~30%者，申请人需在道德风
尚、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
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方面
表现特别优秀。申请国家励志奖
学金的学生，综合考评成绩和学习
成绩应在评选范围的前25%。

国家助学金评选侧重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救助，不得将
学习成绩作为主要评选因素。对
在河南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普通本专科学生，按照每生每年
4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我
省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对以农林水
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
专业为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
多、管理绩效较好的院系在国家助
学金名额分配上予以倾斜。

国家奖助学金每学年评选一
次，同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
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
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但
是，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的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
学金。③3

据新华社北
京 9 月 3 日 电
在小幅下调后，
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再次上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
3 日发布消息，
按照现行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
自2018年 9月 3
日 24时起，国内
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上调180元和170元。

此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
每升上调1角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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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
者 宋 敏 通 讯
员 赵晶晶）8 月
31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获
悉，从 7 月 1 日
开始的 62天铁路暑运至当天圆满结
束，该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2438.6万人
次，同比增长 7.8%，其中高铁列车发
送 旅 客 1056.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4%；普速列车发送旅客 1381.7 万
人次，同比增长5.1%。

今年暑运，郑州铁路客流以旅游
观光、休假疗养、学生客流为主，客流
主要集中发往京沪杭、东北、西北、沿
海城市等方向，去往北京、上海、广
州、哈尔滨、乌鲁木齐、桂林、成都、青
岛、大连、秦皇岛等主要旅游城市客
流增幅明显。

当前正值大中专院校返程高峰
期，铁路部门提示，互联网购票旅客
请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
网站购票，以免第三方网站泄露个人
信息；提前换取网购车票，预留充足进
站候车时间。

据悉,自 9月 2日起，国庆节假期
火 车 票 已 全 面 开 售 ，旅 客 可 通 过
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关注相关车次，提前预订车票。

记者查询 12306网站发现，国庆
节前一天（9月 30日），郑州东站去往
上海方向的高铁车票余票充足，去往
北京方向的高铁车票已所剩不多，去
往西安、武汉方向的高铁车票已基本
售罄；省内由郑州东站去往新乡、安
阳的高铁车票余票充足，去往开封、
商丘的高铁车票还有少量余票，去往
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洛阳、三门
峡的高铁车票已基本售罄。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 3日，记者
从省发改委获悉，台风过后随着天气好
转，我省主要食品供应已逐渐恢复，蔬
菜、鸡蛋和肉类价格企稳回落。

近期受台风“安比”“云雀”“摩羯”
“温比亚”影响，全国出现大范围、长时
间的降雨天气，山东、江浙等地蔬菜受
到台风影响物流不畅，再加上正值我省
本地春秋两茬蔬菜“青黄不接”，主要食
品价格普遍上涨，但其价格均在重大灾
害天气期间的调控范围内。

为保障蔬菜市场稳定，我省采取措
施加大平价菜供应力度，积极调运山
西、河北、甘肃等地蔬菜满足市场需
求。据省发改委价格调控处监测数据
显示：蔬菜价格涨幅缩小，上海青、黄
瓜、胡萝卜、土豆价格出现回落，与上周
比 分 别 下 降 1.81% 、2.88% 、6.41% 、
3.66%。鸡蛋和肉类价格也出现回落：鸡
蛋平均价格为5.09元/斤，比上周价格回
落 1.93%；生猪平均价格为 6.72 元/斤，
比上周下降1.75%。

台风过后，外来蔬菜大量回市，供
应量会持续增加，预计本周芹菜、西红
柿、胡萝卜、黄瓜的价格将有望回落。
相比蔬菜价格的起落，台风并未给水产
价格带来太多影响，带鱼、草鱼、鲤鱼平
均价格分别为 12.39元/斤、8.20元/斤、
7.20元/斤，与上周基本持平。

立秋之后，蔬菜丰收且水产肥美，
主要食品供应相对丰富，是群众“大饱
口福”的好季节，但也是东南沿海台风
登陆和强降雨多发的季节。省发改委
价格调控处相关负责人说，排除台风带
来的价格波动因素外，近期预计除了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我省主要食品价格
都会相对比较稳定。③8

台风过后菜价企稳回落

快去菜市场“淘”起来

菜价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
贺霞）8 月 31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才交
流中心获悉，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
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河南人才市场9
月将举办多场招聘会，5000个岗位供毕
业生来挑。

据悉，河南人才市场将在 9月 8日、
15日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河南
分会场招聘会，主要面向应届高校毕业
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高校毕业生中
的困难群体，组织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
位参加招聘会。

9月 26日至29日，在河南省人才交
流中心举办 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
业网络联盟秋季联合招聘周活动，届时
提供线上、线下双平台，促进用人单位
与毕业生精准对接。当场没能找到心
仪工作的学子也不用担心，招聘现场还
设立了大学生求职信息库，日后结合毕
业生需求提供就业指导、岗位信息推
送、求职登记、匹配推荐等实现精准就
业。

另外，还有 3场专场招聘会在 9月
举办。9月 5日、19日举办营销人才专
场招聘会，9月 12日举办互联网+成长
性企业专场招聘会。每场招聘会拟设
展位110个，预计将涉及市场营销、机械
制造及设计、会计、文秘、人力资源、计
算机、物流、机电一体化、土木工程、化
工、国际贸易、生物工程等专业。③3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本周我省将
有两次降水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将下降
6℃。

9月 2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
周我省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时间分别
在6日和9日前后；其中6日受东北低涡
后部下滑槽影响，全省大部有分散阵
雨、雷阵雨天气；周末全省有一次小雨
或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预计周降水量：
东南部、南部接近常年同期，其他地区
较常年同期略偏少。

本周初全省气温较高，周中后期受不
断南下冷空气影响，气温呈逐步下降趋
势，其中周五到周末全省最高气温下降明
显。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略偏低。周平均气温：西部山区 20℃~
22℃；其他地区 22℃~24℃。周内极端
最高气温：全省32℃~34℃，局部35℃。

具体天气预报，5日夜里到 6日，全
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分散
性阵雨、雷阵雨。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6
日全省有4到5级、中西部阵风6级的偏
北风，最高气温下降 6℃左右。9 日前
后，全省大部地区有一次小雨天气过
程，西南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③9

民生速递

招聘

本月
5000岗位任你挑

本周我省最高气温将下降6℃

这个周末秋意浓

全省高校本专科
国家奖助学金

三类资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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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领国家奖助学金？

新闻1+1

国庆假日火车票
可预订了
北京等方向车票紧张

国内汽柴油价格再次上涨

每升上调1角多

权威发布

助学贷款 财政资助 入学奖励

近30亿元解寒门学子“忧心”

电动车充电事故频发拷问安全底线

避免“小电电”惹“火”正确充电很关键

不要使用与电瓶不匹配的

充电器，要在规范的环境下充

电。

对于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容

易引发险情，大家该如何防

范？刘相申提醒市民：

①使用与电瓶匹配的充电

器充电，特别是锂电池电瓶。

②在规范的环境下充电。

③不要随意改装电动车。

④电瓶要及时更换，铅酸

电池的 1—2 年更换一次，锂电

池的 3—5年更换一次。

⑤不要购买劣质电动车。

此外，他还表示，相关部门

也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

市民规范使用电动车充电设

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科
高鹏 张晶晶

8月 31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籍准大学生冯雪珂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对一
岁的双胞胎男童送去重生的希望。据悉，冯雪珂是河南省首位同时为一对双胞胎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⑨6 张涛 摄

国家奖学金
◎发放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

◎奖励大学二年级（含）以上学习
成绩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
生，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是否困难，
只要符合条件都可申报

国家励志奖学金
◎发放标准为每生每年5000元

◎奖励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的本专科生，资助面约占在校生
总数的3%

国家助学金
◎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出行

1

2

3

自2018年9月3日

24时起

国内汽油价格
每吨上调180元

国内柴油价格
每吨上调170元

铁路暑运
累计发送旅客
2438.6万人次

捐献血液“种子”重燃生命希望

【严查】
电动车违规充电
一律依法顶格处罚

8 月 31 日，在郑州市全市重点
单位第一次集中大培训、大约谈会
议上，郑州消防支队支队长杨全德
通报了郑州今年以来的火灾发生情
况。

今年上半年，郑州共发生火灾
1900起，其中电气因素引发的火灾
最多，共693起，占总数的36%。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
充电等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郑州
消防支队将一律依法顶格处罚：在居
民建筑物公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内
为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充电，拒
不改正的，依法处二百元罚款，并强
制清理；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存放、充
电引起火灾事故或者导致火灾损失
扩大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罚
款。

其实，早在 2014 年，郑州市就
下发过《关于加强住宅小区电动自
行车库（棚）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新建的住宅小区、公寓楼
等居住类建设工程要规划配建电动
自行车充电库（棚）。增建、改建电
动自行车充电库（棚）确有困难的老
旧住宅小区，要在小区楼头、巷尾等

适当位置建设一个或多个符合安全
条件的小型集中临时充电点。

【监管】
6月底以来，郑州全市范围
排查整治电动车生产企业

记者了解到，今年 5月，国家工
信部发布了修订后的《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该《规范》将于明年
4月15日正式实施。

在电池方面，新修订的《规范》
增加了防篡改、防火性能、阻燃性
能、充电器保护等技术指标。

“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重
量不能超过 55公斤，而电瓶是影响
电动自行车重量的最主要原因，也
就是说，未来，目前大多数电动自行
车使用的铅酸电池将逐被锂电池取
代。”河南省电动车商会副会长刘相
申表示，锂电池虽然有重量轻、使用
时间长等特点，但与铅酸电池相比，
锂电池对充电器匹配度要求更高，
而且一旦发生爆炸，破坏力更大，因
此更需要使用人规范操作。

对于加强源头管理，郑州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6
月底郑州市启动城区道路交通秩序
综合治理以来，他们已组织郑州市7
家获电动自行车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代表，共同签署了《郑州市电动自行
车生产许可获证企业产品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承诺书》，并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全面排查
整治，重点检查生产许可获证企业
生产条件、必备生产设备、检验设
备、出厂检验等内容。②7

8月 23日，郑州市管城区

一小区，因电动自行车失火引

发火灾，致3死4伤。

根据消防部门提供的数

据，郑州上半年发生的 1900

起火灾中，电气火灾占比最

多，将近四成，其中电动车充

电引发的火灾频发。

为避免“小电电”惹“火”的

事故再次发生，近期，相关部

门在加强监管和加大处罚力

度的同时，业内人士也给出安

全操作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