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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为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扶贫领域信访问题的渠道，
提高各级扶贫服务热线知晓度，切实保障贫困群众利益
诉求，现将省、市、县（市、区）扶贫服务热线、电子邮箱等
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热线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3:00~5:30；电子邮箱和短信手机号
24小时接收邮件、信息。

省、市、县（市、区）
扶贫服务热线公示

河南省扶贫服务热线：0371-65919535；17737793060
电子邮箱：Hnfpb12317@163.com
郑州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7185453；18790290608
电子邮箱：zzsfpb@163.com
巩义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353549；13838561646
电子邮箱：zzgysfpb@126.com
登封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2862211；16637125089
电子邮箱：dfsfpbxf@163.com
新密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9823054；18530851276
电子邮箱：xmsfpb@126.com
荥阳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662463；13140101251
电子邮箱：xy64662463@126.com
新郑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0875818；15713663213
电子邮箱：xzsfpb@126.com
中牟县扶贫服务热线：0371-62031159；15690886507
电子邮箱：zmxfpbxf@163.com
航空港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56591752；15538090856
电子邮箱：hkgsyqfpb@163.com
上街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68925603；13503850526
电子邮箱：sjnkb@126.com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0年7月30日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形
势，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回稳向好
发展态势持续巩固拓展，上半年全省生
产总值同比下降0.3%，较一季度回升6.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农村劳
动力新增转移就业分别达到 61.7 万人、
35.5 万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累计发
行三批次专项债券 996 亿元，推动金融
机构投放稳投资贷款 1000亿元以上，积
极推进太焦铁路河南段、引江济淮等重
点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

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着力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解决实际
困难。资金保障方面，累计向 7000 多

家中小微企业发放低息贷款 366.4 亿
元；落实降低工商业电价 5%政策，提前
实行天然气淡季价格，鼓励各类业主减
免、缓收房租，累计为企业减免电费 27
亿元、燃气费 13亿元。

减税降费方面，上半年发放稳岗返还
资金 30.58 亿元，减征企业社会保险费
263.4亿元，预计全省减税降费近410亿元。

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加大，出台实施支
持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24条举措，
858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提前全
面建成，开发扶贫公益岗位60.4万个，189
万贫困人口实现返岗务工。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下拨困难群众补助
资金116亿元，发放临时救助金1.1亿元，
救助困难群众 13万人次，有效缓解了疫
情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身份定位：
履行职责行为后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条例（草案）》明确，辅警是指根据社会
治安形势发展和公安工作实际需要，面向社
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
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

辅警按照职责分工分为勤务辅警和
文职辅警。治安联防队、治安志愿者、护
村队、护校队等社会群防群治力量，以及
在公安机关从事膳食、保洁、保安等后勤
服务工作的人员，不属于辅警。

辅警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
护，其后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招聘条件：
5种情形不得招聘为辅警

为规范辅警招聘工作，《条例（草案）》
详细规定了辅警的额度管理、用人计划、
应聘条件、招聘程序等，并规定公安机关
应当与拟聘用辅警签订劳动合同。

应聘辅警应当具备哪些条件？《条例
（草案）》明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拥护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和社
会公德；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具备
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
工作能力；其他应当具备的条件。退役军
人或具有特殊技能、专业特长的人员应聘
辅警的，其学历可放宽至高中（中专）。

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行政拘留、收
容教养或者有吸毒史的；曾因违规违纪被
开除、辞退或者解聘的；有较为严重个人
不良信用记录的；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
其他情形等5种情形，不得招聘为辅警。

工作职责：
不得从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8类工作

辅警工作职责有哪些？哪些工作能
干，哪些不能干？《条例（草案）》给予明
确，对勤务辅警和文职辅警的工作职责
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并对辅警不得从事
的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定。

按照《条例(草案)》，勤务辅警协助公
安机关执法岗位人民警察开展执法执勤
和其他勤务活动，主要包括：协助预防、
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协助开展社区警务
管理、治安巡逻、治安检查以及对人员聚
集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协助盘查、堵截、
监视、看管违法犯罪嫌疑人；协助维护案

(事)件现场秩序，保护案(事)件现场，抢救
受伤人员；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等。

《条例(草案)》明确了8大类辅警不得
从事的工作：国内安全保卫、技术侦察、
反邪教、反恐怖等工作；办理涉及国家秘
密的事项；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
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执行刑事强制措
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审核案件；保管
枪械、武器、弹药；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从事的工作。

权益保障：
薪酬待遇参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条例(草案)》明确，辅警薪酬待遇原
则上参照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财政状况等因素，按照分类分级管理
以及所从事工作等情况，合理确定。

辅警和所在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参加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
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

公安机关应当为在高危险岗位工作
的辅警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辅警在岗工作期间，按照规定享受

带薪年休假、婚假、产假等法定假期。辅
警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相应报酬或者适当补休。

管理方式：
全省统一证件服装并持证上岗

辅警咋管理？《条例(草案)》提出，省
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统一全省辅警工作证件、服装式样
和标识，管理辅警编号。

辅警履行职责应当持证上岗，按照
规定穿着统一制式服装、佩戴辅警标识；
非履行职责期间，不得穿着制式服装、佩
戴辅警标识。辅警离职时，应当交回配
发的证件、服装和标识。

辅警存在违规行为，该咋处理？《条例
（草案）》明确，对辅警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
违反公安机关有关纪律要求、规章制度、损
害公安机关声誉，妨碍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
序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辅警在履行职责时，对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辅
警所在公安机关依照国家赔偿的有关规
定承担责任。

军事公安司法类院校
面试体检分数线公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军事、公安、司法类

院校2020年在河南省招收提前批次录取专业面试、体检和
体能测试控制分数线昨日公布，省招生办提醒填报有相关
志愿的考生及时上网查询，并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接
下来的测试。未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试或结论为不合格
的考生，不能参加相关院校的招生录取。

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定于7月 30日至 8月 3日
进行，填报公安类专业志愿且分数上线的考生应在 7月 31
日至 8月 3日期间，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公安院校
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地点设在河南警察学院，分设公安部
所属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
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新疆警察
学院）和河南警察学院两个考生报名工作区域，全程录像。
省公安厅政治部举报电话：0371-65881382，省招生办公
室举报电话：0371-55610639。

填报两所司法院校提前批次录取志愿且分数上线的考
生须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及政审表（政治考察表）按规定的时
间（8月 1日~8月 2日每天8:00~18:00）参加面试、体检和
体能测试。地点设在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若考生高
考后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
触史、健康码颜色异常或体温检测异常的，需出示本人 7
天内核酸阴性检测报告单方可进入测试现场。咨询电话：
0371-63760931 63755266，举报电话：0371-63522208。

网友疑问：

使用绿城通充值机扣服务费？
官方回应：

有更多充值途径完全免费用
本报讯（记者 张倩）近日，网友询问绿城通充值时扣除服务

费一事：在绿城通自助售卡充值机上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
方支付平台给绿城通充值时，每次充值都要扣手续费，充 50元
扣一毛五，充 100元扣 3毛……为什么要收服务费呢？同时，
通过哪些途径给绿城通充值是不收服务费的？昨日，郑州一
卡通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并作以解答。

据郑州一卡通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民对绿城通
卡进行充值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途径非常多。一卡通公司
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 7个客服充值中心，负责全方位为市民办
理“绿城通”全种类业务。在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及2号线
延长线站内陆续布设了 139台自助充值购卡机；在全市部分政
务服务中心布设了6台人工智能微客服。与此同时，上线“绿城
通行”APP，以满足市民使用手机端线上充值需求。此外，2020
年 7月上旬在“郑好办”APP上加入了“绿城通”充值、购卡、挂
失、解挂、老年卡年审等“一件事”业务。

上述充值方式中，市民通过“绿城通”客服中心、“郑好办”
APP、“绿城通行”APP线上充值、智能微客服、自助充值购卡机
现金支付皆不收取线上支付服务费。

那么，为什么在自助充值购卡机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给绿城
通充值时，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呢？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绿城通”自助充值购卡机线上充值服务费（充值金额 3‰）于
2020年 1月 1日起由设备布设方“深圳万通顺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取。在收取前已在设备显著的位置发布服务费收取公
告，在充值过程中如使用线上充值在支付前也有相关提示。

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充值收取服务费，是因为随着手机扫
码支付等移动支付方式的普及，绿城通用卡量大幅下降，设备布
设方深圳万通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法再支撑部分运营成
本，无论是设备维护费、人工费还是从第三方平台上提现，都需
要产生一定的运营成本。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也能很好地保障
充值机具继续为广大市民提供便利的充值服务。支付方式的选
择完全以个人自愿，市民在充值时可通过现金充值，则不会产生
服务费。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建业
电影小镇变身成为灯火辉煌的
梦幻世界。游客和市民徜徉在
灯火璀璨、霓虹闪烁的电影大
道，欣赏着《一路有戏》夜游项目

的精彩演出，三重时空、四幕好
戏、八大场景，70分钟剧情令人
目不暇接。一些游客换上了旗
袍、马褂，与演员们一起在百乐
门广场翩翩起舞，在经典电影场

景中，看礼花焰火漫天飞舞，感
受着夜郑州的别样魅力，探寻、
体验影视作品拍摄环节的无穷
魅力。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影报道

风情小镇风情小镇
月夜花朝月夜花朝

发放稳岗返还金30.58亿元 减征企业社保费263.4亿元 预计减税降费近410亿元……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晒出“中考”好成绩

下半年，我省要着力做好哪些工
作？报告提到，下半年要着力稳企业
保就业，减轻企业负担，确保各项优
惠政策“应享尽享”，强化金融支持，
深入实施“861”金融暖春行动，力争
全年投放优惠信贷600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扩内需，完成 2.9
万个 5G 基站、200 座充电站、2 万个
各类充电桩年度建设任务；开工50万
户城镇老旧小区和 12.9 万套棚户区
改造项目；新开工郑州小李庄车站，
全年建成高速公路 133公里。同时，
充分发挥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带动
作用，研究制定购车补贴、畅通二手
车流通交易、家电下乡补贴等优惠政
策。有序推动KTV、影剧院等文娱场
所恢复正常营业，培育“首店经济”

“夜经济”“小店经济”等新消费热点。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省

未脱贫的 35.3 万农村贫困人口和 52
个贫困村如期脱贫；全年新建 660万
亩高标准农田，力争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加大农村“水电路
讯”设施建设力度，扎实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年底
前实现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90%，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0%左右。

报告在改善民生方面提到，我省
要新建一批应急物资储备库和公共
配送中心，年底前全面建成 105个县
域医疗中心。落实上调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政策，按规定进一步扩大失
业保险、低保保障范围。

本组稿件由郑报全媒体记者董艳竹采写

今年上半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何？下半年如何统筹安排？记者7月29日从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获悉，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202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上半年，我
省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0.58亿元，减征企业社会保险费263.4亿元，预计全省减税降费近410亿元；下半年，开工50万户
城镇老旧小区和12.9万套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开工郑州小李庄车站，全年建成高速公路133公里。

上半年成绩上半年成绩

我省共有公安民警8.7万名，公安警
务辅助人员8.27万名。如何将辅警队伍
建设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
道，立法很有必要。7月29日，河南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

身份定位如何？
薪资待遇怎样？
工作职责所在？

@全省辅警，这里看过来

（上接一版）对污水处理要做到标
准不降；要把河流整治与沿岸环
境整治结合起来，做好沿线生态

的修复与保护；各级河长要尽职
尽责、积极开展巡河，做到及时发
现问题、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按照

整治方案，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

坚持生态优先 做好河道治理

（上接一版）胡荃对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表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推动郑州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之要。希望企业继续加强自主创新，在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
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各
级各部门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主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一步释放对外开放潜力，加大对外开
放力度，推动我市对外开放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黎参加视察，副市长万正峰陪同视察。

上半年郑州吸收
外资逾22亿美元

（上接一版）狠抓落实，把“两个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工作
考核。践行初心使命，全面落实好党政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和
商会制度，推开市、县“首席服务官”制度，建立民营企业诉求响应
平台和机制，着力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着力提升民营企业家能
力素质，以政府“有形之手”牵好市场“无形之手”，牢牢稳住经济基
本盘，为中原出彩、中部崛起、黄河战略实施作出应有贡献。

副市长史占勇，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薛景霞参
加会议。

我市实施“两个行动”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河南高招第二次
志愿填报今启动

下半年目标下半年目标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上接一版）

同意调剂专业降低“滑档”风险
对绝大多数考生来说，在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下，最好

“同意调剂”专业，降低“滑档”风险，同时，在填报专业时，要
注意拉开专业梯度，降低“被调剂”的概率。

平行志愿投档一次完成，不补档，未录满的招生计划公
开征集志愿。录取时，考生档案一旦被正式投给了某高校，
只有遇到特殊情况，譬如身体条件不适合学习某专业，单科
成绩不满足要求等，高校才会将考生的档案退回。还有一
种“被退档”的情况：如果考生成绩只是高于选报高校的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却达不到其选报专业对成绩的要求，也
就是通常说的“专业志愿报高了”又“不同意调剂”，这时也
会遭遇“退档”。因此，对分数优势不明显的考生来说，“不
同意调剂”专业会增加“被退档”风险，而档案一旦被退回，
不仅会失去某个高校的录取机会，还将失去整个批次的录
取机会，即“滑档”：考生只能参加该批次的征集志愿或降至
下一个录取批次。建议考生最好选择“同意调剂”专业。

“同意调剂”专业虽然可规避“滑档”风险，但也可能导
致考生被调剂到完全不喜欢的专业，这里有两个建议：在确
定学校志愿时，尽量挑选没有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专业的
招生单位；在自己相对可以接受的专业中“拉开梯度”，尽量
做到“有高有低”，降低“被调剂”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