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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8月11日，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2020
年“金秋助学”活动已经在全省开启。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将联合
做好“金秋助学”工作，进一步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积极协助党
委、政府解决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难、就业难问题。

按照部署，今年8月至 9月，各级工会将对本区域困难职工
家庭开展详细调查摸底，按照家庭困难情况及子女教育负担状
况确定助学帮扶措施。各地教育部门将协助当地工会与高校加
强衔接，把就学期间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纳入国家及我省学生

“奖、助、贷、勤、减、免”政策体系覆盖范围。
各地工会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宣传动员当地党政工干部、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采取企业赞助、个人捐助、工会补
贴、行政支持等多种途径筹资。把企业的公益捐赠、公益组织的
慈善项目等多种资源予以综合集成，精准对接困难职工家庭子
女的上学需求。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优先吸纳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
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就业见习机会。

为创新帮扶形式，延伸助学活动链条，各地工会将对在档的全
国级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在符合帮扶资金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按最
高标准发放助学金，并提供跟踪助学，直至其本、专科毕业。困难
职工家庭有两个及以上子女同时入学的，分别提供助学救助。有
条件的市级、县级和基层工会还可以将高等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
小学等纳入助学范围，鼓励将困难农民工子女纳入助学范围。③6

2020年“金秋助学”
活动开启
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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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11日，记者从河南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获悉，为减少人员聚集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同时进
一步提高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质量，即日起我省开
启续贷远程受理模式。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属于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生源地助
学贷款续贷远程受理是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现场受理的有效补充，
学生可自由选择“资助中心现场签订合同”或“网上签订合同”申请
办理方式。目前，我省远程办理仅适用于续贷借款学生。

远程办理续贷必须由借款学生本人操作，不能委托共同借款人
或其他人办理。远程办理续贷学生的关键信息不得变更，如需变更
身份证信息、就学信息等关键信息，应携带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到县
级学生资助中心现场办理。学生可以从系统中现有的共同借款人
中选择一位，但不得新增共同借款人，如需增加新的共同借款人，
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现场办理。

远程办理续贷的学生需要自备电脑及安装有支付宝 APP
的智能手机。借款学生使用电脑浏览器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
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提交续贷申请，在远程受理
过程中使用支付宝人脸识别功能进行身份认证。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雪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不剩菜、不剩饭”“文明用餐、节俭惜
福”……8月11日，记者走访洛阳市多家餐
馆发现，在餐馆醒目的位置均悬挂有宣传标
语，餐桌上摆放着“文明用餐”提示语，处处
可见倡导节俭、拒绝“剩宴”的温馨提醒。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朋友聚会、家
庭聚餐逐渐恢复，作为“文明餐桌”的行动主
体，洛阳市的餐馆、酒店纷纷“出招”，引导顾
客文明卫生用餐，注重节约、避免浪费。

洛阳餐旅宴天下新区店总经理任红晓
告诉记者，该酒店倡议“光盘行动”，以“吃
光”为荣，在公共区域张贴“光盘行动”的宣
传海报，引导顾客按量点餐，拒绝浪费，得到
广大顾客的积极回应和配合。

任红晓说，疫情的影响警醒我们要注重
粮食安全。酒店把提倡节俭的理念落实到
接待服务的细节中。比如，工作人员会在点
菜时提醒顾客够吃正好，还根据实际情况推
出“半份菜”，如有吃不完的提醒顾客打包，
免费提供打包盒。

随着“文明餐桌”风气渐浓，洛阳市民在
就餐时越来越注重理性消费，节约意识不断
增强。

“以前，外出吃饭讲面子，很少打包。现
在观念不同了，真正的面子是珍惜粮食、吃
光盘子中的食物，不浪费。”家住洛龙区的张
女士和朋友聚餐时，在服务员的建议下，按
量点了四菜一汤，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爱国
卫生工作，防止“病从口入”，洛阳市积极开
展“使用公筷、健康你我”行动，倡议
餐饮服务单位主动提供公筷公勺。
今年8月底前，该市将评选
出50家推广公筷公勺示范
店，引领餐桌潮流的健康新

“食”尚。③8
上图 洛阳某餐馆餐

桌上摆放文明用餐提示
语。⑨ 3 本报记者 李
宗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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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剩宴”
接力“光盘”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尽

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

有危机意识。今天开始，让我们拒绝“舌尖上的

浪费”，餐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

房不多做，将“光盘”进行到底！②7 董
奶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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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娟） 8月 11日下午 6
时许，位于新乡市文化街的新乡学院家属
院，77岁的市民董秀云和老伴儿高尚海开始
做饭。晚饭很简单：中午没有吃完的饺子煎
一下、清炒一盘丝瓜，再做点鸡蛋面汤，削盘
西瓜，齐了！

“现在这日子好了，不像过去缺吃少喝
的，我们家做饭的原则就是宁欠勿撑，尽量
不剩饭。”一边削着丝瓜，董秀云一边对记者
说，她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
过过穷日子，勤俭节约惯了，最怕浪费。

因为外孙女铭浠上初中，老两口去年跟
着女儿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平时做饭的时
候，他们习惯了根据家人的饭量准备，即使
少欠点也没关系：“冰箱里有面条、牛排、水
饺，还有奶和零食，真不够了随时做就好，饿
不着！”不过十几分钟，饭菜全好，老两口招
呼外孙女吃饭。

正说着，老人的女儿下班回来，手里除
了刚买的卤鸡胗，还提着中午在单位食堂没
吃完的饭菜。“食堂师傅手工蒸的馒头、大烩
菜挺好，今天天热没吃几口，扔掉太可惜，索
性打包拿回家了。”

中午吃剩的饺子重新回炉，摇身一变成
了美味儿，铭浠喝完最后一口甜汤说：“从小
姥姥姥爷就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教育我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我们家，可
不准掉碗底儿。你看我这碗够干净吧！”

尽管估摸着家人的饭量做饭，但仍免不
了偶尔剩饭的时候。家里的“主厨”高尚海
就变着法儿“翻新”剩饭：剩下的汤面条和上
鸡蛋面粉，做成美味的面条饼；剩下的米饭、
青菜，再加上面条，熬成当地人爱吃的“下米
条”等，总能管好一家老小的胃。

“每到周末，孩子们总会带我们出去聚
餐。看到餐桌上有些菜有剩余，我们都会
打包带回来。”董秀云是一名退休的注册会
计师，在这种事儿上，她依然精打细算，“不
管多贵多便宜，吃到肚里就不叫浪费，看到
食物倒在垃圾桶里，才让人心疼！”③9

上图 董奶奶在讲述她的节约秘籍。⑨3
本报记者 代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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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萍 龚鸣

“大城市的消费者凭什么买我们
的糕点？凭的就是咱过硬的质量。”8
月 4日，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何志行表示，在食品博览会
上，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结缘，几经往
来，西安饮食集团在三味奇定下 50
万块月饼的大单。

自 1996 年初创以来，三味奇坚
持用真材实料制作口感优、颜值高、
安全可靠的糕点。何志行常说，做食
品做的就是良心。三味奇本着对消
费者负责的初心，严把质量关。公司
将关口前移，评估了不同岗位的风险
点，在关键点上建立了 500多道安全
生产流程，极大地降低了事故发生
率。并于 2011年通过 ISO9001质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2017 年 ，获 得

HACCP体系认证证书。
流程的建立与落地不是一蹴而

就的。“三味奇坚持每周在每个部门
抽查一项流程，既考核部门对流程的
落实情况，又评估流程的合理性。”
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孙满堂表示，从公司领导到一线
员工，工作都要受到流程的约束，都
可以对流程的改革提出建议。

绝不能把流程建在电脑上。三
味奇提倡产品经手必核，每道程序的
最后一人都是质检员。孙满堂解释，
比如送货员把面包送到门店，也要检
查产品，运送时如果把面包挤扁了，
检查出来由公司买单，如果到下一环
节被店长发现，送货员就要负责。

为了将巡查日常化，三味奇建立
“双巡”流程，每周六由综合部、质管
部、技术部、企划部等多个部门组成
的巡检队伍要对车间、店面、仓库进

行巡查巡检。是否存有过期产品？
卫生情况是否达标？用电安全是否
符合规范？一次，一个裱花师多打了
一个鸡蛋，标上日期后，存放在冷藏
柜里。第二天，巡查员来了，发现有
过期鸡蛋，立刻开单子要求整改。“我
不舍得扔啊。”裱花师哭了。“因为舍
不得一个鸡蛋违反了流程，将来的损

失会更大。”质检员说。
20 年坚持一个制度，21

天养成一个习惯。三味奇
开展“21天打卡制度”，店
长结束一天工作后，要把
冷藏、清洁、用电等情况
打卡拍照，一份上传给
负责人，一份发到朋友
圈，接受消费者监督。三

门峡三味奇市一小店店长
展示了他的朋友圈，不少回

头客给他点赞。“虽然在保质期

内，但温度、湿度发生变化，面包都有
变质的风险。”店长表示，为了保证食
品安全，店面按公司要求落实每天四
次巡查上架产品的流程。

如今，三味奇的触角已伸向三门
峡各大县区，产品远销郑州、北京、宁
波，与胖东来公司、思念食品有限公
司、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均有
合作。在占地面积 40 余亩的总部，
500 多名员工生产着面包、蛋糕、月
饼、香菇酱、食品馅料、休闲食品等六
大系列产品。

在三味奇公司，笔者看见一卡车
没有包装的面包正缓缓运出厂区。

“这是过期的面包，运给山西的饲料
厂加工。”何志行解释，为了保证口
感，三味奇的面包、蛋糕在保质日期
到期前提前一天下架，“其实放在货
架上也能卖，但三味奇是良心企业，
要对消费者绝对负责。”

流程保品质 三味入心间
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严把质量关、烘焙放心糕点

▲三味奇工人在煮馅

▶即将上市的三味奇月饼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11日，记者从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获悉，2020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启
动，我省将筹措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到
校报到。

高校新生入学资助对象为省内 2020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录取的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其中，优先资助孤残学生、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学
生、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绝对
贫困家庭学生、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和因突发
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双女户
家庭学生等。学生一律在学籍所在高中提出受助申请。

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资金用于一次性补助 2020年普通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的交通费及
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用。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1000元。新生入
学资助款要求专卡限时发放——使用普通高中资助卡发放，并
确保在新生入学前发放到学生手中。

我省要求各地在资金分配时重点向贫困地区以及大别山革
命老区、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所覆盖地区倾斜，
各学校在具体落实时要向建档立卡等4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
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经济困难的学生倾斜。③8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
可申请入学资助
省内院校每人500元 省外院校每人1000元

漫画/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烜）8月 11日 18时许，在许昌市创业
服务中心机关食堂，一批批就餐者陆续到
来，大厅里热闹起来。

餐桌上，放置着写有“一粒米千滴汗、粒粒
粮食汗珠换”的标牌；墙壁上，悬挂着以“节约
粮食、光盘行动”为主题的宣传画……

来自许昌“市民之家”的工作人员王歌，在
取餐窗口取了一小份炒茄瓜、一个小馒头，还有
一小碗绿豆粥。“这里的菜和主食分大份小份，
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她说。吃完后，她用纸巾
擦干净桌上的菜汤污迹，主动将餐盘送回。

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机关食堂承担着70
余家机关事业单位1800多名干部职工的饮食
重任，如何让干部职工吃得营养、健康，同时又
能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弘扬节俭之风，机关干部要先行。”许昌市
机关事务中心后勤二处主任徐德昌介绍，为推
进“文明餐桌”行动，他们在大厅的醒目位置张
贴文明节约用餐的宣传标语，倡导文明、科学、
健康消费理念，同时安排青年志愿者担任监督
员，提醒就餐人员文明用餐。

饭菜做得可口，也能减少浪费。他们每天
公布菜谱，定期征集用餐人员的意见，组织精
干力量创新菜品，制作出搭配合理、价格适中、
数量适宜的“家常菜”“大众菜”，并改变供应模
式，采取自选与自助相结合的办法，既增加了
就餐的自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

徐德昌说，如今，在“俭以养德”的氛围下，
大家从点点滴滴做起，节约每一粒米、每一度
电、每一张纸，助力建设节约型单位。③8

上图 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机关食堂
的就餐者绝大多数做到了“光盘”。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