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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11月 14日上
午，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河南省首
发仪式在郑州市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
举行。61岁的冯银忠等10名残疾人，
现场领到了我省首批第三代（智能化）
残疾人证。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有了
这个小小的卡片，在日常出行、领取补
贴、享受康复治疗等方面会更加便利。”

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形似身
份证，内封装有集成电路芯片，是集身
份识别、业务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新型智能化证件。与之前的纸
质残疾人证件相比，第三代（智能化）
残疾人证可快速有效辨别证件真伪、
查询残疾人补贴。记者现场用手机微
信扫描残疾人证上的二维码，可以看
到持卡残疾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残疾
类别、残疾等级、户籍等基本信息。

金水区残联工作人员邓捷介绍，
后期经过升级，第三代（智能化）残疾
人证还可以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个性化精准服务。

比如证件可以作为银行卡使用，残疾
人持卡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就业培
训、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等服务，还可乘
坐公交、进公园等，实现“一卡在手，服
务全有”。

据悉，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
有效期为 10年，分红色和蓝色卡片，
视力残疾人用红色卡片，其他类别残
疾人用蓝色卡片。目前郑州市持证残
疾人，均可拿着纸质残疾人证件换取
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纸质残疾
人证丢失的残疾人，可以补办第三代
（智能化）残疾人证；符合条件未办理
残疾人证的残疾人，也可以申请办理
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

我省现有持证残疾人 268 万多
人，2017 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三代（智
能化）残疾人证发放首批试点省份。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残
疾人证办理工作已经实现了“一网通
办”，两年内可实现全省智能化残疾人
证全覆盖。③8

我省发放首批智能化残疾人证
两年内将实现证件全覆盖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1995年，中国残联制发第一代残
疾人证，2008年中国残联换发第二代
残疾人证并沿用至今。根据残疾人事
业发展需要，中国残联于 2014年在北
京试点发放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
证，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
作，河南被确定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
之一。

目前，第二代残疾人证为铜版纸
制成，证件科技含量不高、防伪标识
少，极容易被仿造，部门单位对此证件

的真假识别较为困难，经常出现残疾
人证无法“自证”的尴尬。

第二代残疾人证数据库中除了姓
名、住址、监护人等简单信息外，关于
残疾人生活水平状况、居住条件、已享
受政策情况等具体信息不全。此外，
已办理的残疾人证与现在不少发放补
助的卡片（如银行卡）不兼容，使得残
疾人享受各项政策时颇费周折。为满
足残疾人群体各类需求，残疾人证迫
切需要换代升级。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左
易和）11月 14日，第二届鹤壁呼叫中
心产业高峰论坛暨“数据中国城市
行”活动在鹤壁举行，旨在进一步提
速该市呼叫中心产业转型，吸引大数
据和呼叫中心产业上下游产业聚集
融合发展。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家电
网、华为、京东云计算等近百家企业
的逾 200人出席，共有 4个项目现场
进行签约。

“我们之所以选择入驻鹤壁呼叫
中心产业园，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投
资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强有力
的政策支持。”签约企业之一——保尔
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斌表示。

2017年 4月，鹤壁呼叫中心产业
园正式开园运营。截至目前，园区已

入驻行业领军企业 18家，座席规模
达 6000 席，业务涵盖 10 余个行业，
创造产值逾 10亿元，实现了生产性
服务带动生活性服务发展，园区先后
被评为国家级“呼叫中心标准化示范
园区”、全国首批“电子商务+客户联
络中心”产业示范园区、全国优秀呼
叫中心产业园区示范基地。

鹤壁市淇滨区区长王志武表示，
下一步，该区将充分发挥呼叫中心产
业在大数据产业链的前端基础作用，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为契机，推动政府数据与企业数据、
便民服务数据相结合，加快“一网通
办”进程，加快大数据产业园建设，优
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提档升
级，力争通过 3 年时间打造立足豫
北、辐射全国的呼叫中心城区。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刘
勇）“大家好，我叫许学勤，被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后，一开始我并没觉得有
啥不好。后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提
醒下，我才发现，大家都有手有脚，我
咋就掉队了呢？不行，我得振作起
来！”11月 11日，在漯河市召陵区老窝
镇举行的“励志脱贫之星”宣讲活动
中，许学勤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引来了
台下一片掌声。

51 岁的许学勤是老窝镇老许村
人，因妻子病残致贫，一度非常消极，
后经帮扶小组和志愿者耐心开导，他
战胜了自己的“心病”，通过种植大棚
果蔬和养殖生猪，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今年 9月被评为“漯河市十佳励志

脱贫之星”。脱贫后的老许主动参加
脱贫致富宣讲活动，结合自己的经历，
宣讲党的扶贫政策，鼓励贫困群众树
立脱贫信心。

漯河市现有 32个贫困村 7955 户
贫困户 1.4万贫困人员，其中不同程度
存在“等靠要”思想的 3000多户，占近
40%，成为脱贫攻坚的最大“堡垒”。

如何攻破这个“堡垒”？该市在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结对扶
贫等基础上，开展“提振精神‘自己
强’、以文化人‘信念强’、强化担当‘爸

爸强’、关爱妇女‘妈妈强’、倡树新风
‘动力强’、帮扶少年‘孩子强’、送医入
户‘身心强’”等“七强”精神扶贫活动，
通过政策宣讲、文化熏陶、上门疏导、
爱心帮扶等方式，帮助贫困群众打开

“心灵之窗”，点燃“我能脱贫”的希望。
市委宣传部开展“红色文艺轻骑

兵走基层”“舞台艺术送农民”等活动，
市总工会精心选定劳模对贫困户进行
技术培训，市妇联组建“姐妹互助帮
扶”巾帼志愿服务队，与建档立卡贫困
妇女结成“一对一”或“多对一”互助帮

扶对子……“七强”活动中，各部门结
合实际激励帮扶困难群众，彰显了各
自的优势和特色。

在“七强”精神扶贫的基础上，该
市还通过创新惠农举措、培育富民产
业、“助力公益我先行”、“百企帮百村”
等形式，落实帮扶资金近 1.4 亿元，建
设爱心超市 392 个，帮助贫困群众实
现“富口袋”“富脑袋”的有机融合。

“‘七强’翻山坡，迎来新生活。”漯
河市精神扶贫专项工作组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市将在“七强”活动基础
上，进一步强化温情引领、政策扶持、
社会参与、文明创建等措施，持续激发
群众脱贫斗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③9

漯河开展精神扶贫“七强”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翻越“精神坡”迎来新生活

为何推出智能化残疾人证？

鹤壁呼叫中心产业加速提档升级

力争三年辐射全国

香菇飘香

□本报记者 董学彦

在许昌市持续开展了两年多的“连
心工程”，影响正在许昌各界持续发酵。

因为“连心工程”，许昌市教育系统
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因一位
中学校长被立案查处，该市教育系统近
期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把身边人身边事
当“活教材”的警示教育。最近的一次
以案促改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党员和教
职工绷紧了纪律规矩之弦。

“这次以案促改，扭转了学校在群
众中的不良印象。”11月 12日，许昌市
十二中校领导告诉记者，“今年学校中
招成绩不降反升，教师的劲头更足，群
众的评价更高了。‘连心工程’确实连
到了群众心坎上。”

从2016年开始，许昌市纪委在全市
开展了以严惩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为主要
内容的“连心工程”，对基层群众反映强
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施以严惩。

“连心工程”开展之后，许昌市纪

委紧盯基层和民生领域两个重点，聚
焦扶贫脱贫，严惩滥用职权；聚焦惠民
资金，严惩侵吞民利；聚焦基层执法，
严惩权力寻租；聚焦“八项规定”落实，
严惩顶风违纪；聚焦村霸横行，严惩欺
压百姓……“连心工程”释放出铁腕正
风反腐、维护群众利益的“满格”信号。

为“连心工程”保驾护航的，是以
案促改。在“连心工程”实施过程中，
许昌市纪委要求各地以纪检监察机关
查办的典型案件为镜、为警、为戒，做
到“一案一查摆”“一案一整改”。

今年以来，许昌市纪委坚持每月
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先后
通报了 54 起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
例，下发《以案促改通知书》780份，各
地各单位组织开展警示教育 2459次，
受教育党员干部13.73万人次。

许昌市教育局领导对以案促改的
作用深有感触。他说：“以‘案’为基
础，在‘改’上做文章，确实达到了查办
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整改一类问

题、完善一套制度的效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许昌市

广大乡村，几乎每一位基层群众都知
道“连心工程”，因为他们每天都能看
到纪委工作人员的身影。

襄城县湛北乡尚庄村这几年西
瓜、辣椒种植红红火火。老支书雪二
套提议，用项目资金给村里建个储存
仓库，并很快找了个熟悉的承包商。

但这件事却被村里的纪检特派员
霍晓伟拦了下来。“项目涉及资金 120
多万元，可不是小事儿。要严格走公
开招标程序。”在他的提议下，尚庄村
完成了“史上第一例公开招标”。

如今，许昌市村村都有纪检干
部。结合村级“两委”换届，许昌市纪
委在全市 2459 个村（社区）党支部全
部设立纪律检查委员，实现了对村级
监察对象的全覆盖。

11月 13日，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
处七一社区居民赵佳南拿出手机，扫
描“魏都区‘三资’管理平台”官方微信

二维码，很快就查到了本社区“三资”
信息、村级事务决策、惠民资金发放、
村集体资产收支等情况。

集体的钱花哪儿了？这是农村群
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回应群众关
切，许昌市各地探索实施了“互联网+
监督”信息化工作模式，网上一扫，村
务尽知，被群众称为“指尖上的公开”。

为推进村务公开，许昌市纪委还在
全市村级组织开展“双述双报双评”活
动，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向上级党组织
和村民报告“三资”管理使用情况、个人
家庭资产及收入来源等事项，晒出集体
和个人家底。今年以来，这项活动已在
全市2135个村（社区）开展。

“开展‘连心工程’，就是坚持问题
导向，关注基层热点、紧盯民生痛点、
打通惠民堵点、堵住治理漏点，让党员
干部做事有规矩，让人民群众对党有
信心。”许昌市委负责人表示，“群众的
关切和诉求在哪里，‘连心工程’就要

‘修建’到哪里。”③8

许昌以案促改惠民生

“连心工程”连到了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琦英）11月 14日，由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中原银行承办
的 2018年河南省新设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授牌暨“博新人才”颁证仪式在
郑州举行。今年我省有 12个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获批，截至目前，全省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达到150个。

经人社部批准，我省新获批设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单位是：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
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第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
任公司、漯河市中心医院、新乡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司、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

中原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负
责人王军告诉记者，在站博士后的大
数据、人工智能、金融分析等科研成
果已成功融入公司业务发展中，为公
司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据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全省在 10所高校设立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64个，在 18个省辖市
和部分省直（中直）单位设立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150个、分站 54个，设立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81个，组建博
士后科研创新团队 50个，全省累计
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3990 人，为促
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 赵力文）为
积极融入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规划，11月14日，卢森堡金融
推广署组织金融机构代表，在郑州举
行卢森堡金融推广署金融推介会。

本次推介会是卢森堡金融推广
署首次在郑州举办活动，旨在开拓
两地在航空、金融、贸易等多方面的
合作空间，向我省宣传和推介卢森
堡的投资优势、优惠政策，帮助河
南金融企业以及走出去企业开阔
视野、提升能力、拓展市场，构建郑
州—卢森堡金融合作发展长效沟通
合作机制。

据介绍，卢森堡金融推广署代表
团由卢森堡金融推广署总裁马可宁率
金融机构代表26人组成，卢森堡驻上
海领事馆总领事吕可为等应邀参加。

省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欢迎致辞中
指出，卢森堡金融业涉及的产品系列
齐全，服务高度发达，是欧洲最大的人
民币证券结算中心和主要的人民币计
价债券发行地。近年来，河南“金融豫

军”加速崛起，金融机构种类逐渐齐
全，资产总量不断壮大，服务功能日趋
完备。在金融业发展方面，卢森堡与
河南合作的潜力和空间都很大。

马可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
推介活动是卢森堡与河南在“空中丝
绸之路”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
作的重要举措。河南有独特的产业和
人口优势，卢森堡将为进入欧洲市场
的河南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吕可为认为，两国之间金融合作
历史悠久，在环境保护、科技金融等
领域的合作已取得显著成就。近年
来，双方在货物领域合作的成功实践
为进一步拓展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卢森堡和河南将进一步加强金
融领域的互联互动。

中原证券总裁常军胜表示，河南
金融机构通过此次推介活动对卢森
堡有了新认识，同时也与之建立了多
渠道全方位的联系，把国际资金引流
到中原大地，对河南经济的发展非常
有帮助。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冷！今天
开始，我省天气开启“速冻”模式，大
风、降温、降雨、降雪等都将“上阵”。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冷空气
影响，15日下午到16日，全省自北向
南转偏北风4级到5级。气温较前期
下降 6℃到 8℃，部分地区甚至会超
过 10℃。以郑州为例，15日最高气
温还有 14℃至 16℃，16日降至 9℃，
预计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
（今年入秋以来郑州最高气温的最低
值是11月 6日的9.8℃）。

15日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

区转小雨，其中北部山区、西部山区
有雨夹雪或小雪。15 日夜里到 16
日，全省阴天，西部、北部雨夹雪转小
雪，部分地区中雪；其他地区有小雨，
局部中雨。17日，南部、东部阴天有
小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

此外，15日上午，全省大部分地区
有雾，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有浓雾。
全省偏北风2级到3级，能见度和空气
质量都不容乐观，外出的朋友需格外注
意交通安全。15日下午到夜里偏北风
自北向南逐渐加大,16日早晨开始，能
见度和空气质量将会明显改善。③5

我省新设1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金融推介会在郑举行

构建郑州—卢森堡
金融合作发展长效机制

我省天气开启“速冻”模式

11月 14日，洛阳国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质检员在对刚下线的
大口径管材进行验收。该公司研发的3000毫米钢带增强型聚乙烯螺旋波纹
管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矿山、隧道等领域。⑨3 郑战波 摄

11月 12 日，西峡县
二郎坪镇湾潭村菇农在
加工刚采摘的新鲜香菇。
该县素有“中国香菇之乡”
之称，46万人口中，有近
20万人从事香菇种植、加
工和购销，产品远销俄罗
斯、美国、法国等30多个
国家。今年前三季度，全
县香菇已出口 10.2亿美
元。⑨3 靳义学 摄

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

●形似身份证，内封装有集成电路芯片，是集身份识别、
业务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智能化证件。

●与纸质残疾人证件相比，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可

快速有效辨别证件真伪、查询残疾人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