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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
庭收入、财产、债务等情况

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是否属
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学生、烈士子女等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
素，主要指校园地、生源地经济发
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等情况

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
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
件等情况

学生消费因素，主要指学生
消费的金额、结构等是否合理

其他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
关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负担、劳动
力及职业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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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全国民族运动会

比赛项目之珍珠球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7 月 31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8月河南人才市场将举办 9场特
色招聘活动，其中有两场高校毕业生
专场，还没找到合适工作的“小伙伴”
抓紧去挑岗位。

河南人才市场定于 8月 2日举办
成长性企业人才交流大会，涉及先进
制造、环保、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多个
行业，预计近百家用人单位将为各类
人才提供近1500个岗位。

8月将有 4场专场招聘会为传统
及新兴行业人才提供就业机会，预计
将有近 400 家企业到场求贤，提供
5000 多个就业岗位。这 4场招聘会
分别是：8月 7日举办的建筑机械、化
学化工、生物制药、仪器仪表专业人
才专场招聘会；8月 14日举办的能源
化工、生产制造、交通运输、建筑房产
行业专场招聘会；8月 21日举办的市
场营销、软件开发、电子商务、财务行
政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8月 28日举
办的教育培训、贸易零售、金融咨询
行业专场招聘会。

还没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8
月也有机会。河南人才市场将于8月
9日举办河南省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8月 23日举办河南省大中专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8月 16日、30日还将举办两场营销人
才专场招聘会。③5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月 29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进一步
维护奶业健康发展的环境，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稳定生鲜乳购销秩序，严
把乳品质量安全关，共同守护好“奶瓶
子”，不断推进河南奶业振兴。

近期，我省生鲜乳生产供应呈现
紧平衡状态，购销出现不稳定苗头。
通知要求各地稳定生鲜乳购销秩序，
指导和监督乳制品生产企业与生鲜乳
收购站，签订规范的购销合同，以质论
价，优质优价。购销双方应严格履行
合同约定，不得单方随意违约，不得在
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前签订“循
环合同”。

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依
法维护生鲜乳购销秩序，查处显失公
平、不履行合同或凭借购销关系强推
强卖行为，严厉打击倒买倒卖、无购销
合同抢购、无证收购运输生鲜乳等非
法行为。

在乳品质量安全方面，我省将严
把原奶质量关，禁止在生鲜乳生产、收
购、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添加任何
物质。乳制品生产企业要逐批检测收
购的生鲜乳，奶畜养殖企业要严格投
入品管控，收购站要严格执行生鲜乳
生产记录制度等。③4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文梅
英）7 月 29 日，兰考农民郭帅在省人
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7
月份我省第 14位捐献者。一个月 14
位志愿者为挽救他人捐献“生命种
子”，是中华骨髓库河南省分库成立以
来单月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人
数最多的。据悉，2018年我省完成造
血干细胞捐献 53例，而今年前 7个月
已达58例。

火热的 7月，我省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的爱心也十分火热：来自河南省
肿瘤医院的护士郭菲，为了救人推迟
了准备很久的“二胎计划”；中石化海
外项目员工王艳阳，专程漂洋过海回
到国内完成捐献……河南人的爱心为
更多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也带动
了更多人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的队伍中来。

我国每年新增4万多名白血病患
者，他们中大多数人可以通过造血干
细胞移植获得新生。“造血干细胞移植
能够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衰竭、
部分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等近百种严
重致死性疾病。”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负责人张书环介绍，患
者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配型成功的概
率低于百万分之一，有更多的人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就意味着有
更多人的生命会得到挽救。③5

本月9场招聘会
邀你来

质监

守护“奶瓶子”
我省出严招

7 月我省 14 人完成非
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单月捐献人数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 7月 31 日电（记者
吴雨 张千千）中国人民银行 31日发
布报告显示，2019 年全国消费者金
融素养指数平均值为 64.77，较 2017
年提高了1.06，消费者金融素养整体
有所提升。

央行发布的《2019 年消费者金
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显示，88.27%
的消费者认为金融教育“非常重要”
或“比较重要”；与2017年相比，消费
者认为在校园开展金融教育有价值
的比例增加 1.48个百分点。大多数

群体能够意识到金融知识普及和在
校园开展金融教育的重要性。

在消费者行为方面，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权益保障局副局长尹优平介
绍，消费者在阅读合同条款、为小孩
上学储蓄、使用ATM时的密码保护
行为方面有较好的表现。

报告显示，对金融知识存在疑惑
时，超六成消费者最常采取“向相关
金融机构的员工咨询”，约五成消费
者会“上网找资料”。在购买金融产
品或服务发生纠纷时，超七成消费者
选择向提供该商品或服务的金融机
构进行投诉，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的
不足五成。

在金融知识水平方面，消费者在
银行卡、储蓄、信用知识方面的正确
率较高，均超过 60%；但贷款、投资、
保险等方面的知识水平有待提高。
与 2017年相比，消费者在信用知识
问题方面的平均正确率上升了 6.66
个百分点。

从金融技能看，消费者在理解金
融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产品风险和收
益、假币处理方面的掌握情况相对较
好，辨别非法投资产品和渠道的能力
明显提升，但对银行卡使用、新版人
民币防伪特征掌握等方面还有待提
高。

此外，报告显示，消费者最感兴
趣的五大类金融知识依次是银行卡、
银行理财产品、住房贷款、基金股票
投资、电子银行服务。

据了解，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
查制度 2016年正式建立，2017年开
始每两年全面开展一次消费者金融
素养问卷调查。

珍珠球是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竞赛项目，这项

运 动 来 源 于 满 族 群 众

采集珍珠的生产活动。

满 族 先 民 在 河 中

采蚌取珠时，领头的采

珠人被称为“珠轩达”，各

个“珠轩达”带领的队伍之

间往往还会比赛，船上的采珠人

将蚌扔到岸上的筐里，又快又准者自

然是收获满满的赢家。后来，这项活

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和战术，成

为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珍珠球比赛场地是一个长 28 米、

宽 15 米 的 长 方 形 坚 实 平 面 ，内 设 水

区、限制区、封锁区、隔离区及得分区，

场地内无障碍物。比赛用球是周长 54

至 56 厘米、重量 300 至 325 克

的珍珠色可充气皮革球或

橡胶球。比赛时，运动员

在水区的持球、运球、传

球 等 技 战 术 动 作 与 篮

球 、手 球 比 赛 的 有 些 相

像，都需要不停运用加速

冲 刺 、急 停 、转 身 、变 向 变

速、突破过人等身体动作来配

合全场快节奏的攻防，而到了封

锁区，持拍防守队员又具有足球守门

员和排球拦网队员的特点。珍珠球比

赛对运动员的速度、力量、耐力、协调

性、柔韧性等都有极高要求，因而颇具

观赏性。在 1991 年第四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珍珠球被列

为正式比赛项目。③8

（本报记者 黄晖 整理）

消费者金融素养有所提升
银行卡使用、新版人民币辨伪技能待提高

权威发布 2019 年 全 国
消费者金融素
养指数平均值
为 64.77，较
2017 年 提 高
了1.06

64.77

外修城市“颜值”内炼文明“气质”

“绿城使者”准备好了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王博）
每逢大型体育赛事，赛场内外的志愿者
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在即，7
月 31日，1.2万余名“绿城使者”骨干城市
志愿者培训高质量完成。

据介绍，为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标准
的城市志愿服务队伍，郑州市共安排 15
天共计32场次专场培训，培训了1.2万余
名骨干城市志愿者。培训讲师团队既有
高校教授，也有交警支队警官、市消防支

队培训员、市红
十字会医护

员等。

培训既注重普及“少数民族知识”
“省情市情文化”“志愿服务理论”基本常
识，又专注文明礼仪、文明交通、应急救
援、运动救护等城市志愿服务实操演
练。通过培训，志愿者们不仅提高了理
论水平、团队意识与服务能力，更深化了
对于“我需要您，一起温暖这座城市”这
句城市志愿者口号的理解与认识。

志愿者励增燕说：“我住在奥体中心
附近，每天都在见证着奥体中心的变化，
见证着郑州的变化，特别希望通过这次
全国民族运动会，我们志愿者共同参与
一起努力，为家乡作贡献。”

广大志愿者的努力正在改变着郑州市
的“颜值”和“气质”。在郑州市协作路，志
愿者帮助老旧小区设置了具有艺术感造型
的木椅，花草点缀，游园景观令人流连忘
返；“绿城使者”志愿服务队，把路边散放的
自行车摆放整齐；“小红象”志愿服务队的
志愿者们细心擦拭责任区道路两旁的护
栏；文明引导员们手持红旗劝导过往车辆
主动礼让行人，引导行人有序通过马路；

“绿城啄木鸟”志愿服务队深入商户讲解门
前“三包”知识……夏日骄阳下，志愿者服
务的身影活跃在大街小巷。

据悉，郑州市对“绿城使者”城市志愿
服务岗位进行科学配置。志愿岗位分布
在115条主要道路，65家接待酒店，50个
景区、商圈、医院等重点区域，力求志愿服
务工作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周期。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城市志愿者报名
踊跃，超额完成预定招募计划。郑州市在

“志愿郑州”网站平台发布了文明引导、信
息咨询、清洁家园、群防群治、应急服务等
志愿服务项目 4442 个。“欢迎更多的市
民参与到迎盛会的志愿活动中来，打造
郑州志愿服务‘金名片’，为举办一届出
色的、高水平的运动会作出贡献。”郑州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发出倡议。③4

7月 30日，在郑州东站出站口，车辆在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宣传牌
前经过。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30日，流经郑州市域的黄河两岸郁郁葱葱、一望无际，这里的生态林带是省会郑州后花园第一道绿色屏障。目前，我省正在规划沿黄生态文化产业
带，积极建设黄河下游生态长廊，带动黄河沿线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包含提
前告知、学生（或监护人）申请、学校认定、
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环节，坚持定量评
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高
校和省属其他类学校研究制定本校此类
学生认定量化指标体系；各地市教育部门
研究制定本区域内幼儿园、小学、初中、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此类学生认定量化
体系或指导意见。量化指标体系要通过
民主评议，科学合理地设定各种因素权
重，制定出分值表，相关单位对提交申请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量化评估和分
值分析，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设置为
特别困难、比较困难、一般困难三个等级。

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
应在新学年开学60日内完成。涉及“学
生或监护人提供相关资料不真实”等三
种情形的，不能进行认定。

学校要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
果复核和动态调整机制，如发现并核实有
恶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要及时取消学
生的认定资格和已获得的相关资助。③9

家庭困难学生
认定精准量化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月 31日，记
者获悉，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 7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各级各类学校此
类学生认定的原则、依据、程序等，以进
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

教育、人社、民政、扶贫办等 7部门
将建立联动机制，根据工作职责指导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认定依据包
括6个方面：

公益

招聘

欢迎更多的市民
参与到迎盛会的
志愿活动中来，打
造郑州志愿服务
‘金名片’，为举办
一届出色的、高水
平的运动会作出
贡献。

郑州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内的运动员雕
塑 。 ⑨ 6 本 报 记 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