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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行动”目前
已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35.86
万元

35.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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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底，全省参保
率达 98.8%，
居全国第一位

98.8%

基层民生观

本报讯（记者 陈辉）1 月 28 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日前下发
《2019年民生计量监管工作方案》，明确
今年将做好加油机、集贸市场电子秤、民
用“四表”（电表、水表、燃气表、热量表）
计量检定等民生计量工作，严厉打击“缺
斤短两”和利用计量器具作弊等坑害消
费者的违法行为。

在治理集贸市场电子秤方面，将按
照《集贸市场三年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继续组织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
活动，检查市场是否设置公平秤并定期
进行检定；对零售商品进行称重，检查其
是否按实际值进行结算，是否存在计量
作弊等违法行为。

在加油站计量管理方面，将进一步
规范强制检定工作，落实加油机防作弊
系统的监管、对加油机进行随机抽查等
内容；全面推广应用河南省加油站计量
监督管理与应用信息平台，对加油站真
正做到全过程监管、智慧监管。

针对部分地区民用“四表”设备老化
造成计量失准的问题，将联合住房和城
乡建设等部门，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强化对民用“四表”的监督管理，积极
妥善解决民用“四表”存在的问题。③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郑州大都市
区融合发展，旅游惠民先行。记者 1月
29日从郑州市政府获悉：新乡、开封和
许昌三市居民在当地即可办理郑州旅游
年卡，享受优惠。

去年，郑州、开封、新乡、焦作和许昌
5市签订《推动郑州大都市区旅游协同
发展行动宣言》。今年元旦一过，郑州大
都市区旅游惠民工作就正式启动，从 1
月 8日起持有开封、新乡、焦作和许昌 4
市身份证的居民，无须提供其他证明就
可在郑州办理郑州旅游年卡。

1月 29日，郑州市又宣布，即日起，
郑州市旅游年卡管理办公室在新乡、开
封和许昌三市分别开设的网点投入正常
运行，3市居民可以登录郑州旅游年卡
官 网 （http://nk.zhengzhouta.gov.
cn/），或进入郑州市旅游年卡官方微信
公众号查询当地的详细办理地点，前往
办理郑州旅游年卡。

郑州市政府相关人士介绍，他们正
与焦作市有关方面积极沟通设立网点事
宜，将尽快使焦作市居民也享受到郑州
旅游惠民措施。据悉，旅游融合发展，将
惠及郑州大都市区近3000万居民。③5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1 月 27 日，街头的年味愈来愈
浓。凌晨四五点钟，位于叶县昆阳大
道的聚鑫源农贸市场一派繁忙。作为
全县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这里
肉类产品的销量比平时翻了3倍。

因为要把好第一道关，叶县食药
监局昆阳食药监所所长赵丽丽和两名
监管员一大早就来到市场，赶在商户
销售之前，查验每一批肉类的屠宰日
期、供应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质
品质检验合格证。

作为“舌尖护卫队”成员，越是节
假日，越是最忙时。“一进腊月，天天是
年。为了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我们全
时段、全方位监管。”赵丽丽说，昆阳街
道辖区内八条主街、千余家食品经营
主体，他们每天抽检一遍。

上午 8点，到了超市开门迎客的
时间。在新大新生活广场超市调味品
货架前，赵丽丽用手机对着货架上的
二维码“扫了扫”，很快，该批次食品经
营证照、进货渠道、批零环节责任人、
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清晰地显示
在手机上。

为实现食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
追查、责任可追究，叶县在全县实行

“食品批发企业二维码、票据二维码、
送货车辆二维码、食品信息二维码”的

“四码一体”监管模式。赵丽丽边抽检
边介绍：“消费者要想买得放心、明白，
扫一扫价签上的二维码就知道了。”

11点，赵丽丽一行走进一家火锅
店的后厨，查餐具消毒情况，看生熟食
是否混放，验食材进货票据，并提醒厨
房工作人员规范戴口罩，分开切瓜果
蔬菜和肉的刀具、砧板。赵丽丽说：

“做好食品监管，关键在一个‘细’字。”
巡查归来，“舌尖护卫队”的巡查

工作微信群逐渐热闹起来。
“@芹老妈妈饺子，地上的死角要

经常清理。”
“@火盆景店小二，抹布用完挂起

来。”
……
夜深人静了，不仅在昆阳街道，全

县7500余家食品、药品被监管单位陆
续将收工后店内卫生情况拍照上传。
已是晚上 11点 20分，监管人员还在
一一检查回复。③9

“四码一体”监管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新汴许居民可就地
办理郑州旅游年卡

《2019年民生计量监
管工作方案》发布

计量监管“斤斤计较”

本报讯（记者 孙静）我省13个部门
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半个多月查
处 9 件大案，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5.86万元。1月2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召开全国保健品市场整治“百日行动”
电视电话会，河南作为先进典型发言。

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工信厅
等13个部门，于1月11日联合开展整治

“保健”市场乱
象“ 百 日 行
动”，重点查处
通 过 免 费 体
验、举办会议
讲座、旅游、义
诊等形式销售
保健品行为；
重点查处以会
议营销、网络
销售、有奖促
销等形式违法
销售保健品行为；重点查处保健品广告
违法行为及以仿冒手段“搭便车”“傍名
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百日行动”中，我省针对涉及“保
健”的重点场所、行业等集中开展专项监
督检查。截至目前，共对1.3万个重点区
域进行了检查，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304
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5.86万元。

据省市场监管局竞争执法处负责人
苗爱臣介绍，目前我省已撤销涉直销产
品备案 5个，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 2户，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5个，有 9宗案件被
移送司法机关。③8

“保健”市场乱象
整治成效显著

民用“四表”
●电表 ●水表
●燃气表 ●热量表

1月 29日，在宁陵县童画画室，孩子们正在展示猪年“生肖邮票”。孩子们手绘出各种憨态可掬的生肖猪，然后制成“生肖邮票”送给家人，祈福迎
新。⑨6 闫占廷 摄

台账民生

“‘百姓文化云’架起了市民与文化
场馆之间的桥梁，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
称问题。通过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
的大数据分析，可为政府部门采购公共
文化服务提供参考。”“百姓文化云”项
目负责人潘瑛矗说，比如百姓参与活动
占比最高的是各类演出，占 46.3%，周
末亲子类活动订票率最高等，都将成为
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菜单”的依据。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大数据为公共文化拓展供给内容、创
新供给方式、提升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技
术手段，可作为公共文化场馆考核的依
据，倒逼公共文化场馆提升服务效能。

在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时明德看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树立“文化+”的规划
理念和数字化意识，大力推动文化艺术
创作及产品的数字化；此外，要加大政
府购买数字文化产品的力度。③8

创新文化供给模式，这朵“文化云”又推出线上课程、云直播……

“菜品”及时更新“点单”更合心意

□本报记者 温小娟

1月 28日晚，渑池县

春节联欢晚会热热闹闹

地举行；同时进行的“百

姓文化云”现场直播也引

发观众热捧，在线观看人

数突破31万。

今年以来，“百姓文

化云”已连续直播十几场

大型文化活动，群众好评

如潮。

为了更好地满足百

姓精神文化需求，我省积

极探索创新文化供给模

式，去年 4 月，由省委宣

传部等单位牵头组织，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建设的

“百姓文化云”公共文化

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推动全省各级公共文化

产品和服务及时“上线”，

让百姓“点单”。该平台

在盘活公共文化场馆基

础上，大力扩充优质文化

资源，积极对接省级精品

剧目演出，创新传播方

式，全方位为百姓提供精

神食粮。

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葛有彦是资
深戏迷，1月 21日，在 2019年河南省新
春京剧晚会演出前一天，通过“百姓文
化云”微信平台成功抢票的他直呼“幸
运”。“‘百姓文化云’就像一张‘文化生
活地图’，我每天都习惯性刷新看看，生
怕错过精彩活动。”葛有彦说。

去年4月 23日，“百姓文化云”正式
上线，随后，全省 18个省辖市“文化云”
也纷纷上线，整合各级文化馆、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场馆资源进行发布。截至
目前，“百姓文化云”覆盖全省 3689个
文化场馆，上线文化活动 24673 个，不

到一年的时间注册用户达210多万。
“文化资源整合上线后，最大的改

变就是文化活动的知晓率、参与率大大
提升，场馆上座率均提升了三四倍。”郑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对很多市民而言，通过‘百姓文化
云’平台参与活动已是平常事。”“百姓文
化云”平台工作人员曹银娜以河南省新春
京剧晚会演出为例，“我们第一次在平台
放出100张票，不到一分钟就被抢光了，
第二次100张票以分时段秒杀的方式也
瞬间被秒完。根据现场上座情况看，这些
抢到票的观众都到现场观看了演出。”

为更好地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
展现自我，“百姓文化云”还将“线下”培
训教学搬到了“线上”，教授群众魔术表
演、戏曲功夫操等。1月 28日，记者点
开“百姓文化云”体验了摄影课程，根据
摄影师的讲解、提示，灯光使用、快门调
节等技巧好学易懂。

除了“线上课程”教你一招，“百姓
文化云”还在济源、信阳、新郑等地探索
远程培训。不久前，在新郑市孟庄镇文
化中心，曲剧名家李卫红现场教授戏曲

发音技巧、唱腔、表演身段，该市薛店镇
常刘社区、和庄镇老庄刘村、梨河镇薛
蛮子营村通过大屏幕直播、互动，实现
优质资源共享。

“百姓文化云”的目标是服务更多
群众。“为此，我们把直播作为一个创新
手段和重要抓手，拓展公共文化的展示
空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曹银娜说，
今年，通过“百姓文化云”及各地“文化
云”平台的“云直播”互相联动，对各地
灯会、“村晚”进行直播，提升了影响力。

为百姓绘制“文化生活地图”A

B

C

“线上课程”教你一招

大数据为平台更新“菜品”提供依据

焦作市图书馆

济源愚公剧场

濮阳市图书馆

郑州市图书馆

许昌市图书馆

济源科技馆

南召县文化馆

长葛市图书馆

郑州经开区图书馆

济源市图书馆

“百姓文化云”覆盖全省3689个文化场馆

上线文化活动24673个

注册用户达210多万

开展大型直播活动38场

累计观看人数 152万+

共推送微信公众号文章562篇

总阅读量达到971万+人次

开展地面服务561场

平台覆盖900万人

百姓累计点单250348次

截至目前

发布活动最多的十个场馆

2018年

文字整理/温小娟 制图/张焱莉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 月 29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我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每人每月再涨 5 元，上调至 103
元，这也是我省第五次调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全省 1512.8
万名老年城乡居民将获实惠。

近年来，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取得快速发展。截至 2018 年
底，全省参保人数为 5082.46 万人，
参保率达 98.8%，居全国第一位，领
取待遇人数 1512.8 万人，去年发放

城乡居民养老金共计 193.35 亿元。
这次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我
省自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试点以来第五次提高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前四次
调高分别是：2011年每人每月调高5
元，2014年调高 3元，2017年调高 2
元，2018年调高18元。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河南省关于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
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
施意见》《关于提高全省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
通知》，决定 2019 年继续提高我省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新
标准从 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对
象范围是目前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条件的人员。其中，
2019年 1月 1日以后符合领取待遇
条件的，从开始享受待遇的当月起
提高标准。

为做好此次养老金调整工作，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求各级人社

部门抓紧做好资金测算、待遇发放工
作，在 2月份发放到位，力争春节前
开始发放。此外，该厅副厅长李海龙
介绍，此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
费档次标准从100元提高到200元，
其他档次标准不变。同时，贫困人员
和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保留
每人每年 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和
不低于30元的政府缴费补贴。

为鼓励引导符合条件的城乡居
民，特别是年轻居民早参保，人社部
门建立了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参
保人员连续缴费满 15 年或累计缴
费满 20 年后，再每多缴一年，每月
增发基础养老金3元。③8

我省为1512.8万名老年人发“礼包”

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再涨5元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