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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5月全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稳

中有降。分大类看，桶装食用油、猪肉、禽

类、鸡蛋、水果、食盐、奶制品价格上涨，蔬

菜、水产品价格回落，粮食、食糖价格稳

定。

粮油价格基本稳定，5月全省粮食零

售均价为5.44元/公斤，与前一月价格持

平；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4元/升，较

前一月上涨0.06%。其中小包装大米、小

包装面粉与前一周持平；调和油、大豆油

分别上涨0.14%、0.08%。目前全省粮油

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期全省

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猪肉价格波动上行，5月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 25.7 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

0.78%；牛肉零售均价为59.78元/公斤，

较前一月下跌0.38%；羊肉零售均价为

59.54元/公斤，较前一月下跌0.15%。其

中鲜猪肉、精瘦肉分别上涨 1.01%、

0.6%。5月猪肉价格整体呈波动上行态

势，牛、羊肉价格略有下跌。进入6月，持

续的高温天气将进一步抑制肉类消费，但

目前猪肉市场供应偏紧，预计后期猪肉价

格或延续上行态势。

鸡蛋价格涨幅明显，5月全省白条鸡

零售均价为16.53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

0.73%；鸡蛋零售均价为8.69元/公斤，较

前一月上涨7.68%。受猪肉价格上涨影

响，禽蛋的消费替代作用增强，需求量随

之放大，加之端午节提振，商家备货积极

性提高，鸡蛋价格涨幅明显。进入夏季，

气温进一步升高，蛋鸡产蛋量将逐步下

降，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蔬菜价格大幅回落，5月全省蔬菜批

发均价为 3.61 元/公斤，较前一月下跌

13.43%。重点监测的18个品种中，1种

上涨，17种下跌。其中叶类菜中的圆白

菜、生菜、油菜、大白菜分别下跌22.4%、

15.38%、13.99%、12.14%；瓜果类蔬菜中

的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青椒分别下

跌 24.51%、23.51%、21.9%、21.05%、

20.67%。5月春夏交替，气温较高，露天

蔬菜生长迅速，蔬菜上市量及品种增多，

价格大幅回落。预计后期天气炎热，不利

于蔬菜的存储，商家为及时清理库存，多

降价销售，蔬菜价格将持续回落。

水产品价格略有下跌，5月全省水产

品批发均价为13.75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跌 0.65%。其中淡水鱼中的鲤鱼下跌

0.55% ；海 水 鱼 中 的 大 黄 花 鱼 下 跌

6.16%。预计后期全省水产品价格仍有

下跌的可能。

水果价格涨幅缩小，5月全省水果批

发均价为 6.32 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

1.28%。其中西瓜下跌19.51%，香蕉下跌

3.02%，苹果上涨6.23%，梨上涨7.65%。

进入夏季，本地时令水果将陆续上市，预

计后期水果价格或将止涨回落。

本报记者杨青

自河南正式发放第一张电子社保卡

后，电子社保卡就如同一张银行卡，买药、

就医尽在手机里“扫一扫”即可。6月底

前，该卡将实现智慧升级，医保患者持该

卡可实现省、市、县三级医院转诊。今天

就再来了解一下电子社保卡。

与社保卡是什么关系

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的线上形态，与

实体社保卡一样，是持卡人线上享受人社

服务及其他民生服务的电子凭证和结算

工具。

电子社保卡遵循全国统一标准，由全

国社保卡线上身份认证与支付结算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

一签发、统一管理、统一验证，与实体社保

卡一一对应、唯一映射、状态相同、功能相

通。

电子社保卡依托全国社保卡服务平

台，形成社保卡线上可信身份体系、支付

服务体系和数据融合服务体系。

会带来什么新体验

持卡人可根据自己的用卡习惯，在不

同的用卡场景下，自由选择使用实体社保

卡或电子社保卡。忘带实体社保卡时，手

机里的电子社保卡也能同样使用。如果

挂失了实体社保卡，电子社保卡也不能再

使用。

有哪些功能和用途

身份认证凭证。电子社保卡作为线

上身份认证凭证，可以代替实体社保卡在

互联网上实现身份认证。电子社保卡可

通过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实现持卡人的线

上待遇资格认证，参保人不用再跑腿做认

证。

电子社保卡还可用于政务门户网站

的快速注册和登录，例如在国家或省的政

务服务平台、人社部门公共服务网站等登

录页，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二维码实现快

速注册和登录。

信息查询。群众申领了电子社保卡，

能够在互联网上查询社保参保信息、就业

人才服务信息、个人就业信息、职业培训

信息、职业资格信息、职业技能等级信息、

创业担保贷款扶持信息等。

申办线上业务。电子社保卡还能申

办线上业务，包括就业创业服务、社保

服务、劳动用工服务、人才服务、调解仲

裁服务等多类业务，可以在网上完成申

办。

移动支付功能。电子社保卡同时具

有移动支付功能，可用于线上参保缴

费、考试缴费、培训缴费、医疗费结算

等。许多城市已通过电子社保卡开通

了就医购药服务功能，在就医时出示手

机端电子社保卡，看病后不用排队就可

直接线上结算，或者在购药时完成扫码

支付。

可以在哪些渠道申领

电子社保卡借助各类APP、网站等渠

道端具有触达用户的能力，可以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APP、政务服务APP、

合作发卡银行APP、规范的社会民生服务

APP等多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

目前全国已有138个APP或网站开

通了电子社保卡服务，已开通的APP或

网站列表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网站查询，持卡人自愿选择APP完成申

领。（王伟超）

6月3日，豫民帮忙收到了一封信件

和一幅书法作品，来信的老人名叫张保

平，想通过写书法来贴补家用。

张保平今年66岁，是安阳市殷都区

都里镇李珍村人，他和老伴都是农民，

由于自己腿脚不利索干不了活儿，家里

的两三亩地都是靠老伴力所能及地干

一点来维持生计。“孩子在外地上班，家

里开销都指望老伴，自己平时就喜欢写

写字，从十几岁就开始练书法，已经写

了大半辈子，逢年过节，村里的家家户

户都来找我写对联，早些年自己的作品

经常在全国各地参展，还多次在中国书

法协会组织的比赛中获奖呢。”张保平

说。

老人平时写的书法以楷书、草书、

行书为主。“老伴自己干活太辛苦了，就

想通过自己写书法来贴补家用，给老伴

减轻点负担，希望有需要我书法作品的

社会人士看到后能与我联系。”张保平

说。

张保平联系方式：15737274235

5月30日，光山县晏河乡秦洼村巧媳妇培训就业基地制衣扶贫车间里，留守妇女正

在加班加点赶做客户订单羽绒服。该扶贫车间采取“扶贫车间十农户”经营模式，先后对

全乡325名留守妇女进行了制作羽绒服装技能培训，并吸纳53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年增收2.8万元，通过加工羽绒服使她们走上了致富路。谢万柏摄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全面加强风
险防控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加强风险防

控。一是从内部管理、风险防控措施

等方面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

员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构筑健康发

展的防线。二是加大对贷款企业的

管理力度，严格办贷程序，加强贷后

管理，促使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并及

时发现和处理风险信号，努力构建上

下联动的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该行

贷款安全。（杜祎）

驻马店供电公司：“体感实训”筑
牢作业安全关

6月3日，笔者从国网驻马店供

电公司获悉，该公司作业安全体感实

训中心自建成以来，目前已累计开展

系统内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以及中小

学生、特种起重作业驾驶员等系统外

人员参观体验3000余人次，为企业

营造了积极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于今年3月全

面建成了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

作业安全体感实训中心，具备认知教

育、感知教育、技能测试、实训考核四

个方面，共涉及安全警示教育、安全

工器具讲解及吊挂、落物击打安全

帽体验、人体触电、跨步电压、线路

过载体感、带负荷合刀闸、高空行走

体感以及消防VR等 28 项培训模

块，可依法实现对该公司从业人员

进行多方位、高质量的安全培训。

近年来，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作为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全市最大的公

共服务企业，始终坚持安全发展第一

要务，推动各级电网齐头并进，电力

支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

增强。（黄文静刘璐）

“我这正要出门去蔬菜大棚干活儿

呢！”6月2日，记者来到原阳县路寨乡后

大柳村张素霞的家里，刚走到门口就碰

到正准备出门忙活儿的她。

早年，张素霞的丈夫过世后，撇下

年迈多病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孩子，所

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张素霞一个人

的身上。但命运多舛的她并没有放弃

对生活的希望，反而更加有动力主动脱

贫。“去年村里奖励务工人员，她还不要

这钱呢！”后大柳村驻村第一书记于世

刚说。

通过驻村干部的帮助，张素霞先是

在村东边的服装厂上班，后因年迈的母

亲需要贴身照顾，张素霞辞去工作后又打

起了零工，家里的十几亩地从播种、浇水、

施肥、喷药再到收割，全是她一个人在操

劳。两个孩子毕业后也都工作并有了收

入，家里的负担就轻了许多。“我现在对我

们家的生活十分满意，这些奖励的钱应

该让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张素霞说。

2017年就已脱贫的张素霞，讲着自

己勤劳脱贫的过程，言语中透漏出对生

活的乐观心态。“今天下午还有个活儿

喊我去呢，能挣个四十块钱！”边说边笑

的张素霞拉上同伴出门了。

你申领电子社保卡了吗？

安阳市殷都区六旬老人张保平

欲卖书法贴补家用

本报记者戴晓涵

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22）

张素霞 用勤劳守住幸福
本报见习记者刘亚鑫实习生任婧

猪肉市场供应偏紧 价格或延续涨势

民权县双塔镇
大棚油桃丰收了

福利彩票双色球中奖号码是如何产生的，是否做到
了公平公正？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彩民来说，这
一颇具神秘色彩的问题，始终牵动着大家的心。

2019年5月23日晚，北京，福彩演播大厅。来自河
南的40位幸运彩民和投注站业主围聚在这里，共同见
证双色球第2019059期中奖号码的产生，感受福彩的公
益与公信。

到福彩演播大厅开展观摩，目的就在于展现福彩的
公益属性，为彩民架起一道近距离了解双色球的桥梁。
经过认真选拔，来自鹤壁、平顶山的40名幸运人员终于
如愿以偿，组成河南彩民“走近双色球”观摩团。

现场，经过层层安检，大家终于可以近距离感受开
奖现场了，每个人都心情激动，无比期待！在观摩区等
待期间，大家观看了双色球的介绍短片，清晰了解双色

球的公益属性，也深深地为自己的彩民身份而自豪。互
动环节，大家积极踊跃抢答，并获得了幸运奖品。工作
人员还将淘汰的摇奖用球给大家感受、触摸。鹤壁
41560118福彩投注站业主夏建华说：“摸到开奖球了！
我十分激动！ 我今天是沾到喜气儿了，我要把这喜气
儿带回去，让彩民也中个大奖，让大家都圆梦！”

随着开奖时间的临近，各项开奖的公证环节有条不
紊地进行，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抽签选出开奖机，开启
封条，取出开奖用球，放入开奖机。万事俱备，众人的心
随着倒计时也越揪越紧，大气儿都不敢出地盯着开奖
机：红球开出了！篮球开出了！双色球第2019059期号
码全部开出：红球：04 05 07 09 16 18 篮球06。

观摩结束后，河南团的团员们沉浸在激动中，争相
表达他们的观摩感受。

平顶山41040054福彩站站主王彩华说：“每一个
环节都非常严格，步步把关，我见证了福彩开奖的公平、
公正、公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彩的发行宗
旨，每销售一注彩票，所产生的公益金能帮助好多需要
帮助的人，我现在觉得我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平顶山41040030福彩站站主陶向科说：“我从事
福彩事业已经20多年了，之前一直是看电视转播，这么
近、这么直观地观看还是第一次，非常震撼！通过这次
近距离的所看所感，回去之后，我要把我在现场拍的视
频、图片分享给大家，让他们直观地了解福彩的公平公
正，更支持咱们福彩事业！”

观摩虽然结束了，但福彩的公平、公正、公开每一天
都在进行中，公益金也正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中
国福利彩票，与爱同行，福彩就在你身边。（河南福彩）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5月29日，新乡市募捐办全体党员在党支部书记毛
冰川的带领下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学
习红旗渠精神，提升党员党性修养”主题党日活动。在红
旗渠纪念馆内，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鲜活的历
史实物，又把党员们拉回到那个火热的奋斗时代。大家
深刻感受到了当年太行山人民“重新安排山河”的豪迈气
概，被当年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一心为

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着、震撼着。
在青年洞，大家重走当年路10余公里，实地见证了

林州人民艰苦创业，在悬崖峭壁之上人工开凿“天渠”的
伟大壮举，看着千仞峭壁的山洞，大家深切感受了当年共
产党员及优秀青年昂扬的革命斗志和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在青年洞口，毛冰川带领党员们再次高举右手，举行
了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宣誓活动。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在思想上受到了洗
礼、心灵上受到了震撼。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不
畏艰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新乡福彩 李明磊）

新乡市募捐办党支部
开展“学习红旗渠精神，提升党员党性修养”主题党日活动

河南彩民“走近双色球”见证公平

6月3日，在民权县双塔镇关帝

庙村，民权县双塔镇众盈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汪洋在采摘大棚里的油

桃。2014年以来，他先后种植了

400亩桃树，其中70亩21座大棚桃

树。目前，大棚里种植的油桃、毛桃

陆续上市，每亩纯收入达1.2万元。

在汪洋的示范带动下，当地群众共种

植桃树600余亩，发展桃树种植开

启了他们的致富路。本报记者杨远
高通讯员韩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