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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玲）我市
2021年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有新变化。昨日，记者从市
社会保险中心获悉，从今年开始，
我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领取社
保待遇人员，都要“刷脸”进行资
格认证。待遇领取认证周期内，
未能取得资格认证结果的人员，
社保经办机构将从失去领取待遇
资格的次月起，停止支付相关社
保待遇。

该中心提醒，今年年初以来，
已通过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
人员，本年度内无须再次认证；未
进行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人
员尽快进行资格认证，避免出现
因资格认证不及时造成社保待遇
停发的情况。

据了解，社会保险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结果，是社会保险待遇
领取人员按时足额领取社会保险
待遇的重要依据。目前，市本级
企业共有领取社保待遇人员9万
多人，其中已经进行资格认证6
万余人；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共
有领取社保待遇人员1万余人，

均需要进行资格认证。
此次，认证范围包括四类人

员：按月领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按月领取遗
属生活补助费的企业职工（含离
退休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按月领
取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的工伤
人员；按月领取工亡职工供养亲
属抚恤金人员。

记者了解到，今年起，领取
待遇认证不再设定统一认证时
间，通过认证周期的方式进行。

“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领取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的工伤人
员认证周期为365天；领取遗属
生活补助费的企业职工（含离退
休人员）供养直系亲属、领取工
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人员认证
周期为180天。”市社保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每个认证周期内
领取社保待遇人员至少认证一
次，最新认证时间即为认证周期
开始时间，认证周期截止时间自
动向后递延。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领取社
保待遇人员进行资格认证的途径

及方法包括手机APP自助认证
（利用“河南社保”“掌上12333”
“豫事办”等手机APP和支付宝
“豫事办”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认
证）、境外居住认证（可下载“中国
领事”APP通过人脸识别网上远
程认证，或由我国在其居住地所
在国的使领馆开具相关材料，提
供给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协助认
证）、现场认证（可持二代身份证
或社保卡，到就近社保经办机构
通过经办柜台进行指纹或人脸识
别认证）。

此外，通过常规认证方式无
法认证成功的人群及长期居住
异地的待遇享受人员，可填报焦
作市异地居住离退休人员（遗
属）领取养老金（补助费）资格协
助认证表，邮寄回待遇领取地社
保经办机构；因病长期住院或行
动不变的，可填报高龄（重病）卧
床人员情况调查表，报至待遇领
取地社保经办机构，或向当地社
保经办机构提出上门服务申请，
工作人员会上门开展资格认证
服务。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行动
高效还热情，感谢焦作交警的救
助……”7月4日晚，当一批外地
游客准备离开焦作时，对我市高
速交警连连表示感谢。原来，当
天一辆载着15名游客的外地客
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抛锚，多亏
交警及时处置，让大家平安返
程。

7月4日19时30分许，市公
安交警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处接到
报警电话：在晋新高速公路焦作
至晋城方向的锦绣峰隧道入口附
近，一辆山西牌照的客车出现故
障，停在应急车道无法前行。接

到报警后，高速交警马上赶到了
现场。

让交警忧心的是，停在应急
车道上的客车没有开启危险报警
闪光灯，车后也没有摆放警示标
志。交警马上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将随车携带的反光锥筒等摆
放在来车方向150米处。之后，
交警分工合作，一人负责警示过
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人指挥车上
乘客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不断提
醒大家注意安全。

据悉，车上除了司机和导游
外，其余 15人都是来自山西的
游客。当天，大家在云台山游玩

结束，准备返回山西，可客车在
途中出现故障，无法行驶。了解
情况后，交警和司机结合，赶紧
联系转运的客车。同时，交警和
高速路政部门沟通，安排车辆转
移游客，并将抛锚的客车拖离高
速公路。

之后，交警将游客安全转移
到了高速公路下站口附近的交警
部门办公区域。21时许，转运的
客车到了，游客安全转乘。准备
离开前，不少游客对我市高速交
警连连点赞，称他们服务热情，行
动高效。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杨景鹏）出彩好少年，奋斗
新时代。7月 7日下午，

“童心向党、礼赞百年”
2021年焦作市“新时代好
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
在市教育局演播大厅举
办，10名中小学生获得焦
作市“新时代好少年”荣誉
称号。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引导青少年
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在“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
实践中，今年年初以来，市
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
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组织
开展“新时代好少年”评选
学习宣传活动。经过各地
推荐，市评委会评审，从
53名优秀学生代表中选

出了10位“可爱、可敬、可
信、可学”的“新时代好少
年”，分别是“热心公益好
少年”张雅萱、“自立自强
好少年”姚浩男、“热心公
益好少年”宋昱瑶、“助人
为乐好少年”郭亦乐、“孝
老爱亲好少年”张梓芊、

“勤学善思好少年”张文
轩、“助人为乐好少年”赵
天一、“孝老爱亲好少年”
程洁、“爱党爱国好少年”
郜涵辉、“孝老爱亲好少
年”高越。

活动现场还公布了
2021年焦作市“新时代好
少年”提名奖名单，岳君瑶
等10名学生获奖。活动
组办方号召全市广大青少
年向先进典型学习、向身
边榜样看齐，争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报讯（记者李锴）昨
日，记者从焦作火车站获
悉，7月 11日，铁路将再
次调图。此次调图主要针
对高速铁路车次进行优
化，途经我市不少车次受
到影响。

据了解，6月 25日，
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而此次基于市
场需求，铁路部门再次对
高速铁路车次进行调整，
7月11日起实行。

对比 6月 25日实行
的列车运行图可以看到，
新运行图中，途经我市多
趟高速铁路车次的到开时
刻有微调。除此之外，此
次变化较大的是，除新增
两趟动车组外，一些车次
的始发终到站也有变更。

具体变化为：新增焦
作至太原南的D3330 次
列车，14时52分发车，17
时30分终到；新增太原南
到焦作的D3329次列车，
11时35分发车，14时15
分终到；原呼和浩特东至
郑州东的D2785次列车变
为由太原南至郑州东，15
时26分始发，17时39分
到焦作，18时47分终到郑
州东；原大同南至郑州东
的D2773次列车变为由太
原南至郑州东，15时55分
始发，18时2分到焦作，19
时6分终到郑州东；原大

同南至上海的D315次列
车变为太原南至郑州东，
18时20分始发，20时52
分到焦作，21时52分终到
郑州东；原郑州东至大同
南D2774 次列车变为郑
州东至太原南，6时51分
始发，7时42分到焦作，9
时59分终到太原南；原上
海东至大同南D316次列
车变为郑州东至太原南，7
时3分始发，8时1分到焦
作，10时 43分终到太原
南。此外，焦作至上海虹
桥的G1821 次列车的发
车时间也由原来的12时
45分，提前至12时43分
始发，终到时间仍为18时
26分。

需要注意的是，调图
后 太 原 南 至 焦 作 间
D3329/30 次列车、太原
南至郑州东间 D2773/4
次列车、太原南至郑州东
间 D3389/90 次列车、太
原南至郑州东间D315/6
次列车、太原南至郑州东
的D2785 次列车暂不运
行，开行日期将另行通知。

焦作火车站提醒广大
旅客，由于此次调图后很
多列车运行时刻有微调，
乘车时请以实际购票信息
为准，也可关注车站公告
或登录铁路12306官网、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查
询，避免耽误行程。

本报讯（记者杜玲）为进一步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新
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河南
省第五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
赛焦作市选拔赛启动。记者昨日
从市人社局获悉，凡项目所在地
位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年满16
周岁的各类创业群体均可报名参
赛，优胜项目将获得相应奖励和
扶持。

据了解，本届大赛由省人社
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
技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省残联、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共
同举办，以“澎湃发展动力助力中
原出彩”为主题，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为核心价值，以培

植创新创业氛围、增强创新创业
意识为目标导向，以创新引领创
业、创业带动就业为重点评价指
标，突出参赛项目的社会价值和
创业者的社会贡献。

根据实施方案，本届大赛分
为创新项目组和创业项目组两个
组别，按照地市选拔赛、全省决赛
两个阶段实施。报名参赛项目应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
策，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
不良记录，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
识产权。已荣获前四届“豫创天
下”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一、二、三
等奖的项目不得参加。焦作市选
拔赛拟于 7 月底组织，在各县
（市）区推荐的基础上，市人社局
组织专家评委对各县（市）区人社

局及市直相关部门推荐的项目进
行评审打分。每组分别评选出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对评选出的项目推荐参加全
省比赛，全省决赛时间为9月15
日至10月31日，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据悉，全省决赛各组别分设
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
5名、优秀奖10名。省大赛组委
会对获得全省决赛一、二、三等
奖、优秀奖的项目颁发奖杯和证
书，并给予相应的奖金，同时协
助提供创业场地、创业服务、创
业辅导、媒体宣传、资本对接等
扶持服务，助力优秀项目的成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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