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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10月 13日电
（记者李鹏）记者从河南省财政
厅获悉，为大力推进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近日河南省省级财
政下达2.2亿元资金，支持全省
2000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

据介绍，这些资金将主要
用于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
等项目，同时结合脱贫攻坚，
对国定贫困县进行倾斜。其
中，向国定贫困县下达资金
0.67亿元，占比30.4%。

农村环境整治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自 2018 年 9
月以来，河南已完工 216 个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和约3000个农
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其
中，2019 年以来，河南全省对
美丽乡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已达
21亿元。

河南2.2亿元财政资金
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进 入
寒露节气
后，冷空
气 成 为

“ 常 客 ”。
本周，我市将迎来大风、降
温天气，市民要注意保暖。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获
悉，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13日夜里至14日，受南
下冷空气影响，我市风力较
大；14日至16日，气温较前
期明显下降。预计本周降水

量 5mm～10mm，属于正常
略偏少；周平均气温13℃～
15℃，属于正常略偏低；周
极端最高气温23℃左右。

今日至后天我市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14日，零星小
雨转多云，东北风 4～5 级，
阵 风 6 级 ， 气 温 12℃ ～
18℃；15 日，多云到阴天，
有小雨，偏东风 3 级，气温
9℃～14℃；16 日，零星小
雨转多云，偏东风 2～3 级，
气温7℃～13℃。李 秋

新一轮降温今日抵达

记者昨日从市招生办获
悉，2019年下半年自学考试
将于本月 19 日、20 日举行，
新考生准考证领取时间为10
月14日至18日。

据了解，此次考试我市
共报考 3321 人，设立 4 个考
点，分别为市实验小学、市
道清小学、解放区幸福街小
学和山阳区龙源湖学校。

为有效严肃考风考纪，
自学考试全部使用标准化考
点，考试期间省、市招生办
将开启网上视频巡查系统。

考前考生需要在河南省
招生办公室网站打印座号通
知单。如果老考生遗失了准
考证，请不要着急，市招生
考试办公室在开考前一天会
为遗失证件的考生补办临时
准考证，以保证考试顺利进
行，考生则要在今年下半年

随新考生办理准考证。
考 生 考 试 凭 “ 两 证 一

单”（准考证、身份证、考试
座号通知单） 入场，市招生
办提醒所有考生在考前检查
好相关证件。考生入场时间
为开考前30分钟。

市 招 生 办 提 醒 广 大 考
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对外发布《关
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对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严厉惩治考试作弊
犯罪。自学考试属于“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请考生遵
守《考生须知》《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修 正 案
（九）》，诚信应考。仝伟平

下半年自学考试19日、20日进行
考生可于14日至18日领取准考证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在焦作日报刊登《房屋租赁

权拍卖公告》，现将原公告中“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场附属
用房部分房屋租赁权”更正为“焦作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附
属用房部分房屋租赁权”。其他内容不变。标的如下：

焦作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附属用房部分房屋租赁权，租
期2年，保证金5万元。

标的联系方式：薛女士 （0391）3936312
账户名称：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焦作焦东路支行
账 号：258548079413
报名电话：（0391）3568939 3568913
公司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89号阳光大厦B座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本报讯 （记者郭嘉莉） 近
日，市中级法院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向全
市人民交出一份答卷：截至目
前，全市法院共受理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案件12件、审结11件；
受理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14 件、
审结14件；受理恶势力团伙案件
19件、审结15件，共判处279名
被告人刑罚，4 人被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并处罚金共计 524.3 万
元，专项斗争取得显著阶段性成
效。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法院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与上
级法院决策部署，认真谋划，高
位推动，始终把专项斗争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贯彻依法
严惩方针，坚持严格公正司法，
用利剑、用重典、出重拳，始终
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
态势，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全市法院积极落实院长、副
院长带头办案制度。由院长、副
院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
的涉黑涉恶案件，确保案件质

量，扩大审判效果。截至目前，
全市法院院长、副院长共带头办
理32起黑恶势力案件。

全市法院还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黑
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案件。
严格把握取保候审、缓刑、减
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适用条
件；依法运用追缴、没收、判
处 财 产 刑 和 资 格 刑 等 多 种 手
段 ， 摧 毁 黑 恶 势 力 的 经 济 基
础，降低再犯可能性；对于带
有黑恶苗头的各类犯罪团伙，
依法加大打击力度，防止其坐

大成势。在严打的同时，坚持依
法办案，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
限，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
道上开展。

此外，全市法院还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
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
容、充当“保护伞”专项整治工
作，对排查发现的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线索，按照线索移交程
序及时移送有关部门进行甄别处
理。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向有
关部门移交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线索35条。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承上启下的关键年，全市法院
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
标本兼治，再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攻势。”市中级法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
279人被判刑，共处罚金524.3万元

本报讯（记者杜玲）我市伤残津
贴等工伤保险待遇又提高了！昨日，
从市人社局传来好消息，根据省人社
厅近日下发的通知要求，我市从2019
年1月1日起，对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等
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调整，补发待遇将
于12月底前发放到相关人员手中。

●调整范围
10 月 8 日，市人社局转发了河南

省人社厅调整2019年伤残津贴等工伤
保险待遇的通知。记者从该通知中了
解到，此次调整对象是：本省行政区
域内2018年12月31日前开始享受伤残
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
的工伤人员或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

●调整标准
关于伤残津贴，该通知规定，伤

残一级每人每月增加 210 元，伤残二
级每人每月增加 200 元，伤残三级每
人每月增加 190 元，伤残四级每人每
月增加 180 元，伤残五级每人每月增
加170元，伤残六级每人每月增加160
元。

此次供养亲属抚恤金实行定额调
整，增加额度为 100 元 （孤寡老人或
孤儿为120元）。另外，1996年9月30

日前发生的工伤，伤残津贴和供养亲
属抚恤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
月另行增加10元。

关于生活护理费，该通知规定，
2019年1月1日后新发生工伤人员的生
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
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
自理三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
为全省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的50%、40%、30%。

2019年1月1日前已经享受生活护
理费的工伤人员，原统筹地区上年度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低于全
省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
资的，按照全省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月平均工资核算；原统筹地区上
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高
于全省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的，仍保留之前待遇标准，直
到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与原统筹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持平后再按照全省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核算。

工伤人员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的伙
食补助费标准按照医疗地不同，分为
两个档次，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

会城市为每人每天25元，其他地区为
每人每天20元。

●资金来源
记者了解到，此次待遇水平调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调整所需
费用，由现发放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资金渠道支
付。伤残程度为五级和六级且用人单
位难以安排工作，由用人单位按月发
给伤残津贴的，调整费用由用人单位
按规定支付。

此外，工伤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
（包括按退休人员安置），并按养老保
险政策调整养老金的，不执行该通知
关于伤残津贴的调整规定。按照相关
文件规定，对一级至四级老工伤人员
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而由
工伤保险基金全额补差的，不执行该
通知关于伤残津贴的调整规定，按
2019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
办法执行。

根据有关规定，比照工伤待遇处
理的人员，参照该通知执行，所需费
用按原渠道列支。同时，按规定纳入
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的机关事业单位工
伤人员待遇标准依照此规定执行。

我市上调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补发待遇将于12月底前发放到位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最近，在人民路
与政二街交叉口西北角竖立的一个大型电子
显示屏让不少市民疑惑：这是干啥用的？原
来，这是我市公安交警部门设置的行人、非
机动车闯红灯抓拍系统的一部分。

据市公安交警部门负责人介绍，行人、
非机动车闯红灯抓拍系统由电子监控设备和
电子显示屏组成，安装调试完成后，会对行
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和非机动车逆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并进行现场曝光。

据介绍，高清监控摄像头设置在路口的
两端，可以感应路口红绿灯的变化。当路口
红灯亮起时，如果行人闯红灯，抓拍摄像头
会被触发，自动拍摄一段行人闯红灯的视频。

该系统可以截取摄像头拍摄到的行人、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开始、过程、结束
和人像特写几个图像，并将违法信息实时在
大屏幕上曝光。

目前，人民路与政二街交叉口的电子显
示屏刚刚安装完毕，其他路口的设备正在陆
续安装和调试。我市重要交通路口和人流密
集地方，都将安装这样的抓拍系统，预计今
年10月底前投入使用。

交警提醒，视频拍摄和公开曝光主要目
的是对闯红灯、逆行者进行警示教育，规范
广大市民的交通行为习惯，进而保障大家的
出行安全。

10月12日，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率先对
此进行报道，引得网友热议。“‘抓拍神器’
装得好，外地一些城市早已安装。有了它
们，以后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可
能就会减少很多，也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
者多了些安全保障。”网友“@晓时”留言。

闯红灯“抓拍神器”来了
违法者“靓照”会在大屏幕上曝光

我市重要交通路口和人流密集地方都将安装，预计本月底前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今年我们小区能不能供暖？”“去年因为小区
庭院管网泄露造成供暖中断，今年还会不会出现同
样的问题？”……集中供热临近，不少市民很关心
这些问题。中环寰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公司相
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庭院管网是集中供热的一个重
要环节，庭院管网存在问题的小区，得抓紧行动进
行诊治了。

记者日前从中环寰慧（焦作）节能热力有限公
司了解到，今冬集中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供
热部门周密部署，合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进行中。要想冬天正常采暖，除了供热部门
作好准备外，各小区也要对其管理的庭院管网等供
暖设施进行检修和维护。目前，供热部门正在进行
各小区管网打压试水工作，这项工作最能发现小区
庭院管网存在的问题。截至目前，我市多数小区已
完成打压试水工作，这期间发现的问题，供热部门
也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各小区管理单位 （开发
商、物业公司或业主委员会）。中环寰慧 （焦作）
节能热力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许多庭院
管网有问题的小区，目前还没有行动起来。供暖临
近，希望庭院管网存在问题的小区抓紧时间整改，
确保小区居民今冬能正常采暖。”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集中供热开始前这段时
间也是居民排查、整改自
家采暖设施问题的最佳时
机。如果家中采暖设施在
上个采暖季出现问题，最
好在此期间邀请专业人员
上门检查、维修，确保正
常采暖。⑨

供暖临近，居民小区

要抓紧检修供热庭院管网

图为安装在人民路与政二街路口的抓拍设备。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通讯员高昕） 双目炯
炯有神，动作有板有眼、出拳刚劲有力……10月
12日上午，2019年“体彩杯”河南省武术特色学
校比赛在温县陈家沟太极拳文化国际交流中心拉开
帷幕，参赛选手的出色表现令人惊艳。此次比赛由
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省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温县人民政府承办，为期3天，来自全省106
个武术特色学校代表队的1300余人参赛。

文艺节目展演环节异彩纷呈，太极拳名家陈
炳、张福旺、陈冲、陈大虎、陈二虎、陈大冠等的
太极拳表演让观众大饱眼福。

比赛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其中，集体项
目为小学组趣味武术健身拳操、长拳一段，中学组
趣味武术健身拳操、长拳二段。个人项目为传统、
自选拳术或器械任选其一。比赛中，选手们昂扬的
精神状态，一招一式娴熟到位，给人们带来美的享
受。

据了解，从2015年11月开始，在经过科学论
证、广泛听取社会各届意见的基础上，省体育局、
省教育厅开展了创建武术特色学校工作，并走在全
国前列。让武术走进校园是对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
一种补充和完善，能使体育更有文化内涵，让学校
教育更有文化气息。举办本届比赛，既是对“武术
特色学校”校园武术工作成效的检验，又是对全省
中小学武术爱好者力量、团结、健康、向上的一次
完美展示。目前，全省共有武术特色学校109所，
其中温县有5所。

来到太极故里参赛，让选手和老师非常兴奋，
周口市淮阳区豫东文武学校校长朱明峰说：“这次
带队来温县陈家沟参加比赛，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学
习太极拳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和其他参赛队进行交
流切磋。”

2019年河南省武术特色学校比赛举行

比赛为期3天
1300余人参赛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