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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实施多个
劳模扶贫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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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
“天网2019”行动启动

“二十三，糖瓜粘”。昨天是传统
小年，年味越来越浓，在外打拼的人们
开始陆续踏上返乡归程。随着铁路客
流持续上升，一群“特殊”的春运工作
者开始忙碌起来。当天，记者登上临
客 K4362次列车，提前体验一把春运
旅程。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郑州局集
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 1545.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1%，为应对客流高峰，加
开了许多临客列车。同时，为弥补乘
务员缺口，铁路部门还从非运输一线
单位抽调人员，当起春运“临时工”。
记者乘坐这趟列车的车组人员正是由
铁路工务人员临时“转岗”组建的。

“对于铁路人来说，春运永远是头
等大事。无论平时从事什么工作，只
要春运召唤，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孙
海峰是 K4362次列车的临时列车长，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郑州局集团公司郑
州工务机械段维修三车间的党支部书
记。据了解，为确保服务质量，所有临
乘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岗前培训，并
取得了上岗资格证。

“今年我们工务机械段抽调了 83
名干部职工，分成两组担当郑州往返

杭州的K4364/2次列车乘务工作。为
了这趟接近 18个小时的旅程更加安
全舒适，还专门设立了‘出行驿站’，为
旅客提供医疗和救助服务，组建‘党员
先锋队’和‘青年服务队’，重点服务老
弱病残……”说起这支优秀临时“战
队”，孙海峰“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挂 起 拉 花 、粘 贴 福 字 、悬 挂 气
球……临近中午，孙海峰开始和乘务
员一起张罗着装扮餐车，准备给旅客
一个惊喜。

中午时分，餐车上的小年联欢会
拉开序幕：舞蹈表演、萨克斯独奏、击
鼓传花……欢快的乐曲、开心的笑脸、
喜庆的氛围立刻充盈车厢。随车的铁
路书法协会书法家凝神聚气，将祝福
倾注于笔尖，在红纸上挥毫泼墨，让浓
浓的年味在油墨清香中氤氲蔓延。

“在我记忆中，春运临客一般都是
又挤又乱，真没想到这趟车不仅温馨
整洁，服务热情周到，乘务员还和我们
一起在车上庆祝小年，气氛特别温
馨。”接受采访时，乘客卓瑞凯对列车
乘务工作赞不绝口。

列车在飞驰，心近了，家乡近了，
年也近了……

春运临客上温馨过小年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图

K4362次列车临时乘务员在装扮餐车，为小年联欢会做准备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林晖）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己亥猪
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

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
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
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

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
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王明明
等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
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
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
和常务副主席。

（下转三版）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

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今年河南城乡居民低保
补助标准提高一成多

城市每月不低于520元农村每年不低于3860元

本报讯（记者 李娜）近日，河南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省
扶贫办印发《关于提高 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
平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适当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第一季度的提标资
金将在3月底前发放到位。

根据《通知》，从2019年1月1日起，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52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
每年不低于3860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较2018年增长 10.6%、
11.9%。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274元，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166元，城乡低保补
助水平分别较2018年增长 4.6%、7.8%，惠及 311万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由于特困标准与低
保标准挂钩，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至少增长11.9%，惠及全省
50.4万特困人员。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在2月底前制定地方标
准，在3月底前将第一季度提标资金发放到位。

此前，我省已下拨2019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73亿元，
由市县统筹用于低保人员和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五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五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案的说明、关于授权市政府提前

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草案）、日程（草案）、出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灿、王贵欣、赵新中、法建强、张春阳、

袁三军、王福松、孙黎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李娜）昨日下午，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
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名，
出席会议49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
人数。

14时 30分，在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上，
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授权市政府提
前下达部分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报
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
明。拟任命的市政府工作人员与常
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任前发言。

随后举行的小组会上，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有关报告和
人事任免案。

16 时 45 分，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市政
府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
免案，并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的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
本次会议新任命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工作人员先后进行宪法宣誓。

胡荃说，每一份任命书，都饱含
着党组织的信任，承载着全市人民
的殷切期望，也意味着责任和担
当。希望被任命人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做到

“讲政治、懂法律、守规矩、强能力”，
以踏踏实实的工作、实实在在的业
绩，向全市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胡荃说，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即将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按照时间节点紧张有序
推进，各工作小组要把各项筹备工
作做得更扎实更缜密，各位组成人
员要提前做好准备，抓好会期调研、
民意收集等工作，准备好议案建议，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市十五届人
大二次会议的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灿、
王贵欣、赵新中、法建强、张春阳、
袁三军、王福松、孙黎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鹏，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志增、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市监察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任命
名单见2版）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郑州绿博园景区将举办豫陕面花展、洛阳刺绣艺术展、中原葫芦艺术展
三大特色民俗展和迎新春百合花展。目前三大特色民俗展已布展完成。图为正在布展的6万株、近30
个品种迎新春百合花展一角。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三大特色民俗展+百合花展

绿博园姹紫嫣红迎新春

郑商所昨上市棉花期权
已成为国际纺织产品衍生品交易中心

本报讯（记者侯爱敏）1月28日，棉花期权在郑州商品交易所
上市交易。首日挂牌的棉花期权合约标的期货合约为CF1905、
CF1907、CF1909和CF2001。随着棉花、棉纱期货、棉花期权和
相关场外产品的推出，以及PTA期货国际化的实施，郑商所成为
品种最为丰富、工具最为齐全的国际纺织产品衍生品交易中心。

2004年 6月，为服务棉花流通体制改革，郑商所上市了棉
花期货。棉花期货上市以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参与的产业企
业不断增多，棉花期货价格权威性不断增强，逐步成为政府宏观
调控和国内外棉花贸易的重要参考依据，为棉纺织企业和广大
棉农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对于稳定棉花生产、提升棉花
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有关负责人在棉花期权上市仪式上表
示，上市棉花期权，有助于完善价格发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和优化，也有助于丰富涉棉企业的风险管理手段，稳定棉纺织
企业生产经营，促进棉农稳收增收。棉花期权上市后，棉花期
货、期权、保险等金融工具相互配合，对深化目标价格改革、探索
新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棉花、棉纱期货、棉花期权和相关场
外产品的推出，以及PTA期货国际化的实施，使得郑商所成为品
种最为丰富、工具最为齐全的国际纺织产品衍生品交易中心，下一
步将力争把郑商所建成国际纺织产品定价中心和风险管理平台。

“诚信建设万里行”
接力活动全面铺开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昨日，“诚信建设万里行郑州站
接力仪式暨 2019年第一期信用大讲堂活动”正式启动，同时标
志着我市为期一周的“诚信建设万里行”接力活动全面展开。

启动仪式上，市信用办回顾了2018年我市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市文明办发布 2018年下半年诚信红黑榜；国家信息中心综
合规划处带来了政策解读和案例剖析，为开展联合惩戒工作明
确思路。

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诚信红榜”名单共15家，主要
为市建委红榜名单。“黑榜”名单 298家，涉及建筑、工商、医疗、
交通、城管、税收以及安全生产共 7个方面，包括城建黑名单 5
家、工商吊销企业黑名单100家、无证行医黑名单37家、交通运
输黑名单 21家、重大税收违法黑名单 121家、城管失信黑名单
11家、安全生产黑名单3家。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市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我市在2018
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荣获“守信激励创新奖”。今年，
我市将以加强信用基础建设拓宽信用信息归集领域、开展县市区
延伸至乡镇街道信用监测、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
制、开展重点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推进“互联网+信用”、“信
易+”应用创新、扩大联合奖惩系统应用、做好信用修复、突出示范
引领、做好“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和开展系列诚信实践活动
为抓手，切实做好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了解到，“诚信建设万里行”活动是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城市评审指标的一项重点内容，此次活动时间为1月28日至2月3
日，启动仪式后，将进一步安排信用进社区、企业亮信用等宣传活动。

我省上调成品油价格
92号汽油6.73元 95号汽油7.19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
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自 2019年 1月 28日 24时起，国内汽、柴
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上调 245元和 230元，我省国六车用
乙醇汽油、车用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也做出相应调整。

其中，我省 92号汽油 6.73元，上调 0.20元；95号汽油 7.19
元，上调 0.21元；国六 0号车用柴油 6.32元，上调 0.19元。成品
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
零售价格。

成品油批发企业对零售企业的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合同
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92号汽油最高批发价格每吨
8562元，95号汽油最高批发价格每吨 9063元；0号车用柴油最
高批发价格每吨7055元。

干干净净过大年
全省开展大扫除

各行各业齐动手 各家各户共参与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昨日获悉，春节期间，全省将持续
开展城乡环境大扫除活动。该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省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卫健委联合发起。目前活动已开始，将持续至 2月 20
日。其中，2月 3日之前为全面大扫除阶段，2月 4日至 2月 20
日为常态化维护阶段。

此次活动的范围是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个
体工商户)，中央驻豫各单位，各类学校，各类旅游景区，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行政村(社区)、居民小区等，横向到各行各业社会
齐动手，纵向到各家各户全民共参与。

据了解，大扫除活动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全面清除城市道
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县乡公路、公共设施、交通护栏、绿化
隔离带等区域的各类垃圾、堆料堆土、积尘积土、污泥污水等，做
到“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二是对各市、县(区)、乡镇、村组
行政区域内，尤其是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城中村、乡镇和村组
等区域内的生活垃圾、秸秆杂物、堆料积土等进行全面整治，彻
底清除各类污染源，切实消除卫生死角、污染盲点，做到村村环
境整洁、户户庭院干净。三是对城市建成区内的楼宇进行楼顶
保洁，全面清洗住宅小区阳台、楼顶积尘、企事业单位公共区域
的积尘，做到城市清洁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