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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创业

爱心帮扶

政策速递

帮您销售

“慈善暖冬行”邀您与爱同行

1.12亿元扶持1866个大众创业项目

舞钢市尹集镇

80万株苗木寻销路

荥阳市王村镇

50亩优质无花果树苗急出售

温馨提醒

这些打着“扶贫”旗号的诈骗要警惕

2018年农村残疾人补助标准出台

新增两项补贴看看怎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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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凤还巢”铸就创业梦。目前为止，我

省一批大众创业优秀项目获得了“真金白

银”的扶持。12月6日，省人社厅对外公布，

全省已为1866个大众创业项目发放了1.12

亿元扶持资金。

据悉，今年9月，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

合出台了《河南省大众创业扶持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对我省大众创业扶持项目的申

报和管理进行了规范。在我省行政区域内

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5年以内的

小型或微型企业，至少吸纳3人（含3人）以

上就业，即可申报。

根据规定，符合我省产业政策方向的创

业项目，特别是“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创业项

目将优先获得大众创业扶持资金支持。经

个人申报、地方初审、专家评审，每个项目可

给予2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扶持。

目前，我省还积极拓宽创业融资渠道，

开展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符合条件的

高校毕业生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个人自

主创业贷款额度不超过10万元，合伙经营

贷款额度不超过50万元，劳动密集型小微

企业贷款额度不超过200万元。截至今年

10月底，全省新增创业担保贷款84.49亿

元，扶持8万人自主创业，其中为2685名大

学生发放贷款2.8亿元。

按照规定，大中专学生创业还能享受更

多福利。大中专学生初创企业，正常经营3

个月以上的可按相关条件申请开业补贴，标

准为一次性补贴5000元。所有入驻创业孵

化园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均可享受每年不超

过1万元的水电、房租等补贴。

为适应新生代劳动者的特点和求职需

求，我省将于明年建成全省统一的“互联网+

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实现政策实施、就业管

理、招聘服务的全程信息化，推动实现“智慧

就业”“掌上就业”。

□帮忙记者 杨青

12月6日，荥阳市王村镇前新

庄村赵先生致电何难帮忙栏目称，

他有 50亩约 8000株优质无花果

树苗出售，树龄两年，正处于盛果

期。无花果树品种为波兰瑞克、波

姬红、金傲芬，所结果实个头大、口

感好、营养高，果树耐寒耐盐、抗病

抗虫、产量高、易成活，适宜北方地

区种植。有需求客户请联系他们。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13838083713

帮忙记者 刘彤

土地确权工作在测量土地的亩

数中有时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出

现土地亩数弄错的情况发生，该怎

么去解决呢？

亩数多了怎么办？

为什么亩数会多出来，有三种

情况：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在农民

原本田地的周围还有未经人开垦的

土地，故该土地所有人就利用土地周

围的无主荒地去进行耕作，造成了比

自己原有土地亩数多的情况；

第二种是该土地所有者占用其

相邻土地者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农

村还是比较常见的。有的农村土地

没有明显的界线，就会出现我多占

用你几分地，你多占用我几分地的

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农民朋友在已知

自己有4亩地的情况下，为了少交

税费或其他费用，故意少说自己的

土地面积。

根据上面讲的三种情况，确定

亩数也是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国家在土

地确权时承认农民自己占用的无

主荒地，这对于农民而言可是一件

好事；

第二种情况的解决办法是归还

占用相邻的有主土地，毕竟建设和

谐公平的社会需要从你我做起，从

一件小事做起；

对于第三种情况农民朋友少报

自己的土地亩数的，在土地确权时

要严格按照农民的原有土地亩数进

行统计。

亩数少了怎么办？

如果确权时发生亩数变少的情

况，目前有两种解决办法：

1.比应分面积少了，村集体有机

动地的，能补足就补足；

2.如果村集体无法进行调整的，

那就不调整，只能维持现状。

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确权登

记的亩数一般以承包合同书登记的

亩数为参考，以实际丈量为准，丈量

后必须经过您的签字确认才有效。

如果您认为亩数登记有误，可拒绝

签订，申请重新丈量。

土地确权纠错程序

农民朋友如果认为自家的确权

面积有误，想进行纠错，具体步骤为：

1.先填写土地确权纠错审批表；2.有

误地块本户和相邻地块的户主双方

签字；3.村组织核实签字；4.加盖村委

会公章；5.报乡镇农经站；6.乡镇统一

审批后；7.交测绘公司纠错；8.自家和

相邻有误地块的确权证书收回交乡

镇作废；9.测绘公司重新测量进行修

正；10重新打印确权证书。

（王欣）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各项优惠政

策，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这些政策有

力地支持了农民朋友们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但是，骗子们也盯上了接受精准扶贫政

策的困难群众，骗取农户钱财，给大家造成

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骗

子们都有哪些诈骗方式呢？

案例一：打着“扶贫”旗号售卖产品

有诈骗集团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借

政府扶贫之名，宣传“国家扶贫补贴在各个

村庄安装净水机（实质是劣质无省级涉水批

文的超滤机，不能直饮）”，原价2980元的净

水机，经国家扶贫补贴2120，农户只要付

860元。短短几个月，诈骗团伙就在阳新农

村安装上万台净水机，涉案金额近千万！

警方提示：国家或一些省(市、区)对一些

特别地区的特别群体有一定的农资补贴政

策。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实和发布必须以官

方信息为准。和一些企业的营销策略有着

本质的区别，农民朋友一定要区分清楚。

案例二：您的扶贫款到账了

今年4月，湖南省韶山市两名精准扶贫

对象刘某某和杨某某，先后接到冒充政府扶

贫工作人员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电话，声称政

府的扶贫补助已到账，要求受害人在银行

ATM机上输入银行卡号，根据对方的指示

操作才能将扶贫款项打入卡内。

警方提示：政府发放各种扶贫补助，不

会要求贫困户在ATM机操作或是领取，如

贫困户接到此类电话，切勿轻信，谨防被骗。

案例三：骗取贫困户存折和密码

2017年10月，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公

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有人以“精准扶贫”为

幌子，通过组建相关微信群诱骗群众扫码

进群以拉人头，并在群内散布关于扶贫的

虚假信息，要求进群人员登记身份证、银行

卡等信息，缴纳扶贫审计费2.5元，继而达

到敛财的目的。更有骗子冒充镇干部、扶

贫干部、银行工作人员到贫困户家中以扶

贫工作需要为目的骗取贫困户存折和密

码，再换成假的存折还给贫困户，然后骗取

存折中的存款。

警方提示：若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轻信，

及时拨打村干部联系电话进行核实确认，切

记不可将个人证件随意交予他人。若发现

自己的个人证件丢失，应马上挂失。

案例四：贫困助学金诈骗

今年8月份，犯罪分子盯上了莘莘学子

和家长们，以领取国家统一发放的贫困助学

金为由对受害人实施诈骗。先是冒充教育

局工作人员，后又冒充财政局，让受害人交

一定数额的滞纳保证金领取所谓的教育补

贴补助款，引导上当的受害人到柜员机转账

到相应的银行账号。

警方提示：扶贫基金组织不会私下逐个

电话联系学生或其家长，学生的资助工作必

须经过学校和财政部门的严格审核，按照公

开、正规渠道办理，由学校通知并统一登记

发放。通过电话通知自助领取的，一定是骗

局。如对相关政策存在疑问，可直接拨打教

育局或学校相关部门的电话核实。

案例五：以建扶贫屋的名义实施诈骗

还有一个今年７月发生在广东湛江的

案例，不法分子向村民们鼓吹所谓的政府

“扶贫屋新政”：在村民自有宅基地的基础

上，只需缴纳65000元首付款，即可由政府

补贴剩余部分，为群众建一栋120平方米的

平房。为了令更多村民上钩，他还像模像样

地请施工队在村民的宅基地上开起了工。

在打消村民的疑虑之后，开始大肆收取村民

的“建房款”，诈骗金额达上千万元。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从非正常渠道得到

的各种“领导指示”和可疑文件，各乡镇、街

道办如遇到类似情况，可通过官方渠道辨明

真伪，切忌麻痹大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陈星）

寒冬时节，爱让世界更温暖！

记者从河南省慈善总会获悉，随着

2018年元旦春节日益临近，省慈善

总会以救助困难群众为主题的慈善

项目——“慈善暖冬行”活动起航。

“爱心不分大小，捐赠无论多

少，一点一滴都折射慈善之光，一衣

一被都蕴含爱的温暖。”省慈善总会

负责人表示，希望全省各慈善组织、

志愿团队、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积

极参与，通过设立慈善基金、开展捐

赠等形式，参与慈善暖冬行活动。

如果您想参与“慈善暖冬行”活

动，可拨打(0371)65909051与省慈

善总会募捐救助部联系，奉献爱心，

传递温暖。 （关新）

“我们苗木基地里的红叶石楠、

百日红有至少80万株苗木，希望何

难帮忙栏目能帮忙寻销路，帮我们

渡过难关。”12月6日，在舞钢市尹

集镇尹集村西的500亩苗木基地，

村党支部书记朱钦礼指着满地的苗

木有些焦急地说。

朱钦礼说，这些苗木大部分是

五六年前培育的，因销路不好，一直

在基地里长着。其中茎干在3~7厘

米的红叶石楠12万株，2~4厘米的

丛生百日红和独干百日红有80万

株左右。

“辛辛苦苦培育的苗木卖不出

去，不但村民焦急，村干部更是心急

如焚。如果您需要红叶石楠和百日

红等苗木或有好的销售渠道，请与

朱经理联系，量大从优，联系电话：

13837578743。

帮忙记者 丁需学

近日，濮阳市范县陈庄镇发生

大规模莲藕滞销。滞销总面积2万

亩以上，滞销量达3000万斤以上。

据了解，范县陈庄镇是黄河以北最

大的莲藕种植基地。因为土地的特

殊性，陈庄镇的莲藕品质非常高。

2009年，该镇荣获农业部第二

批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镇。

2010年，范县莲藕通过河南省莲藕产

地与产品无公害认定认证。2012年

成功申报国家绿色食品。2015年，成

功申请有机证书。陈庄镇的莲藕不打

“防腐剂”、“杀菌剂”，依靠泥土保鲜。

希望有莲藕需求的商家和个人

能与他们联系。

联系人:魏宣委

电话：13939394388

帮忙记者 段宝生

范县陈庄镇

3000万斤有机藕找买家

帮您打探

农村土地确权时，
亩数弄错了怎么办？

日前，国家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提前下达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预算指标的通

知》显示，2018年开始，包括我省在内的25

个省份将获得由中央财政下发的残疾人专

项补助资金。据了解，资金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为公共预算资金。主要用途包括：残疾

人康复；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残

疾人机动车轮椅车燃油补贴；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托养服务。第二部分为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主要用途包括：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智力精神

重度残疾人补贴；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补贴；残疾人助学、文化等方面补贴。

新增的补贴包括哪些？

1.困难残疾人补贴

申请条件：本地户口，有残疾证；低保

家庭内的残疾人；低保家庭外没有固定收

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等重度残疾人；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

一户多残、依老养残的特殊困难残疾人。

发放标准：属于低保家庭的残疾人按

照当地低保标准的25%进行发放；属于低

保家庭的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35%进行发放；不属于低保家庭的重度残

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0%进行发放；

不属于低保家庭的一户多残的按照当地低

保标准的60%进行发放。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申请条件：本地户口；持有残疾证；残

疾等级为一、二级；长期照护6个月以上。

发放标准：城镇：120元/月，农村：80

元/月。

国家给予的各项资金补助下发都是先

到各个省份，然后再逐级下达，要知道，这

其中最后都是交到村集体手中，大家首先

要对政策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要错过了

应该属于自己的补贴才是。

应该怎么申请呢？

1.准备材料：书面申请书、残疾人本人

的身份证或户口簿、残疾人证件等；其中，

由于特殊情况，由委托人代办的，需要提供

委托人的身份证。

2.申请步骤：

首先，个人准备好上述材料后，进行书

面申请，交由户口所在地乡镇残联、民政窗

口受理并进行初审（10个工作日内）；

其次，初审材料合格后，县级残联将转

交县级民政部门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等

进行核对复审（10个工作日内）；

最后，复审通过，县级民政部门将协同

县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补贴资金款项到个

人账户内。 （李晓）

12月8日，光山县砖桥镇李岗村桦昌生态园饲养员正在给蓝孔雀喂食。该生态园2014年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引进优质种蓝

孔雀6000只及养殖技术，目前已经发展到蓝孔雀4万只，年繁育10万只蓝孔雀的养殖基地，年产值达到3700多万元。 谢万柏 摄

近日，平顶山李先生在微信平台上咨询

有关如何申请农村低保的问题。农村低保是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家庭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农村居民。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农村

低保的申请、补助标准等问题。

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低保？

1.一个家庭中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因为

某些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失去了生活来源；

2.在农村居住，但是没有土地，且没有劳

动能力不具备劳动赚钱的能力，没有生活来

源；

3.复员军人回到农村，因为伤病和其他原

因没有生活来源的或者是生活水平低于正常

标准的；

4.老人、儿童的赡养人和抚养人本身生活

就比较困难，这样的也可以申请。

补助标准是多少？

今年我省两次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目前

已达到每人每年2960元。各地对于农村低保

越来越重视，2018年的低保标准将会继续有

所提升。

哪些人会被取消低保资格？

1.家庭成员中不管哪一个人名下登记有

商铺的，将无权再领到农村低保。

2.农村的房子除外，家庭成员中不管哪一

个在城里有房产的，也将从此与低保无缘。

3.家庭成员中不管是谁有私家车等其他

奢侈品的，也将不能再领取低保。

4.家庭成员中不管哪一个人名下注册了

营业性质的公司等，也将领取不到农村低保。

5.有过前科的，触犯过法律的也不能领取

到低保。

6.故意撂荒土地的，好吃懒做的也将不能

再领取到低保。

7.家庭拥有的存款中，还有证券等其他的

资产，是当地最低收入标准的12倍以上的也

将不能再领取到低保。

8.长期有着不良嗜好的，也不能再领取低

保。

9.家中有子女并且子女还都拥有正常的

劳动能力的，也不允许领取低保。

10.经查证或者举报，属于本村的“关系

户”、“人情户”的将不能再领取到低保。

（帮忙记者 朱涛 整理）

有问必答

申请农村低保
都有哪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