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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一

今年
!"

岁的黄艳红!是市

公安交警支队荷花中队的一名

交通协管员"近日!记者来到市

区黄河路与周商路交叉路口!

见到黄艳红正在路中央疏导交

通" #嘟$$嘟$$%她拿着小

红旗! 一边吹口哨! 一边打手

势! 引导行人和车辆按信号灯

指示通行! 脸颊两侧已渗出滴

滴汗珠&

在执勤的间隙! 黄艳红向

记者介绍!她是
#$$%

年开始干

这份工作的&'干我们这行最怕

的就是大太阳和下雨天&%无论

风吹(日晒(雨淋!路面总能见

到协管员的身影! 但炎热的夏

天和雨季对他们来说! 仿佛显

得更漫长& 黄艳红说)'夏天有

时马路的地表温度达到
&$!

以上!站在路上执勤!感觉都快

虚脱了& %

记者在现场发现! 当黄艳

红阻止一辆三轮摩托车闯红灯

时!车主虽然退回了停车线外!

却白了黄艳红一眼& 黄艳红表

示! 执勤站岗这些体力上的辛

苦她都能忍受! 可最让她难受

的就是市民的不理解和抵触情

绪&

'见到一些车主违规行驶!

十分危险!我会上前劝阻!有的

车主不但不听劝! 反而破口大

骂& 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黄艳

红说! 在交通协管员为市民的

安全出行尽心尽责时! 希望市

民能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足够

的理解和支持&

'其实有时候!看到拥挤的

交通变得顺畅! 市民都顺利地

上班或回家! 我就会觉得自己

辛苦是值得的& % 黄艳红最后

说&

!"#$%&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

来#这是劳动者的节日$社会的

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劳动者的辛

勤工作# 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默

默无闻地工作# 奉献着自己的

智慧和汗水# 体现了最广大劳

动者的可贵品质$ 正是普通劳

动者的无私奉献# 我们的社会

才得以和谐发展$

劳动是光荣的# 劳动者是

美丽的$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来临之际#本报推出!与劳动者

同行"栏目#报道那些普通劳动

者平凡工作中的闪光事迹#见

证他们最真实的劳动状态#聆

听他们最朴实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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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月红+

&

月
#'

日!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获悉! 从

&

月
#!

日开始到
'

月
!*

日结束!

我市
#+**

年下半年 '

&$'$

% 下

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 灵活就业

社会保险补贴将陆续发放! 届时

将有
*#'"

名符合条件的居民领

取社保补贴! 每人每月可领
#,,

元&

当日上午! 在市行政服务中

心人力资源市场人事档案代理窗

口前 ! 等 候 领 取 社 保 补 贴 的

'

&$'$

%人员排起了长队& 记者在

领取现场看到! 在短短半个多小

时的时间内!就有
#$

多名'

&$'$

%

人员陆续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补

贴&

今年
&$

多岁的王女士是下

岗工人! 从朋友口中得知可以申

请 '

&$'$

% 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

业(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后!她

赶紧进行了申报!并于
#$*$

年领

取了第一次补贴&如今!这已经是

她第三次领取补贴了& 她欣慰地

说)'下岗失业后! 还能申请社保

补贴!我感谢现在的好政策& %

据市人社局职业介绍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刘红艳介绍! 国家实

施社保补贴政策旨在鼓励用人单

位招用失业人员! 支持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持,再就业优惠证-的#

&$'$

%人员

从事灵活就业的! 可按以下程序

申请享受一定额度的社会保险补

贴) 首先是向街道劳动保障机构

申报就业!并凭,再就业优惠证-(

社会保险缴费凭证等相关材料 !

向街道劳动保障机构提出社会保

险补贴申请! 然后街道劳动保障

机构核实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情

况!出具灵活就业证明!并为其向

当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申请

社会保险补贴! 最后经劳动保障

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将补

贴资金直接支付给本人& 社会保

险补贴标准按灵活就业人员实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一定比例计

算& 她还介绍!灵活就业(自谋职

业是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

重要途径!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大

力提倡和积极扶持的一条就业之

路! 近两年我市从事灵活就业和

自谋职业的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

多! 按照相关规定! 我市从
#$$'

年开始发放#

&$'$

%下岗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至今已经实施
(

年!共有
"!!,

名符合条件的人员领取社保补

贴&

据悉! 领取社保补贴的人员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养老金本(代

理手册到市区大闸路行政服务中

心人力资源市场人事档案代理窗

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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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凭小票退药

本报讯*记者 赵金+昨日!记着

走访我市多家药店发现!被央视曝

光的
%

家药企的胶囊剂药品已全

部下架暂停销售& 另外!各药店纷

纷表示此前买到这
%

家药企胶囊

剂药品的市民!都可凭小票退药&

#修正药业的胶囊类产品已全

部下架& %昨日!记者走访市内多家

药店发现!除修正药业外 !长春海

外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辉南

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通

远药业有限公司(青海省格拉丹东

药业有限公司(四川蜀中制药有限

公司(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通化盛和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通化颐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所

生产的胶囊剂药品在市场上已难

觅踪影& 七一路一大药房的工作人

员介绍!在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

光
%

家药厂的
*!

个批次药品所用

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后!他们很

快就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已及时将

*!

个批次的药品全部下架& 随后!

他们又对
%

家药厂的所有胶囊剂

药品下架& 目前!不管是否有问题

的批次!都暂停销售&

由于
%

家药企生产的大多是

市民家里的常备药& 各药店纷纷表

示凡是此
%

家企业生产的胶囊剂

药品*包装完整+!不管是不是问题

产品!都可凭小票到药店退药&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卫生部,关于配

合召回和暂停使用部分药品生产

企业胶囊剂药品的通知-! 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要求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召回被曝光的不合格批

次药品.同时立即暂停购入和使用

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相关药品生

产企业生产的所有胶囊剂药品!待

检验合格后方可购入和使用"

对暂扣的问题胶囊!届时将由

两人以上人员现场监督!确保销毁

到位!还要留存有关的记录 !坚决

防止不合格产品重新流入市场" 如

市民发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药品

以及关于空心胶囊的可疑情况!请

及时拨打
*#!!*

进行举报!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将认真负责 ! 全力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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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

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昨日!

记者从市商务部门了解到! 随着

我市经济形势的持续向好发展!

全市居民消费发生了可喜变化!

随着收入的日益增加! 我市居民

也更舍得花钱了!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

破
),!

亿元!同比增长
),-& .

!比

全省平均增幅高
+-!

个百分点!规

模总额居全省第六位"

据市商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
)

月至
#

月! 在 '双

节% 强力拉动下! 我市消费需求

旺盛!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飙

升! 其中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

业的产值分别达到了
#+#++,

和

))#)'%

万元 ! 同比增长
))-,.

(

,-,.

" 随着城乡市场经营秩序的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
/

购物环境不

断的改善! 我市城乡市场消费也

保持了均衡协调发展" 另外! 消

费结构升级加快( 消费热点增加

也令全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由以往

重数量进一步向求质量转变! 品

牌化( 优质化( 享受型渐成市场

消费主流" 除了传统的购物( 聚

餐等消费方式外! 健身( 户外活

动( 文化娱乐等健康( 休闲式消

费日趋盛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

速了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的步伐"

统计数字显示 ! 元至三月

份! 我市消费品市场总体上保持

了平稳增长!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

亿元 ! 同比增长

*,-& .

! 比全省平均增幅高
+-!

个百分点! 居全省第六位. 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控制在
#-".

! 低

于全国
*

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

回落
#

个百分点! 价格总水平处

于温和上涨区间! 粮食( 食用油

价格基本稳定! 牛( 羊肉价格稳

中有降 ! 猪肉价格出现小幅下

降"

!

月底! 生猪( 猪肉平均价

格分别为
*&-&!

元
0

公斤 (

#&-,'

元
0

公斤! 比去年
)#

月底分别下

跌了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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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金+记者昨

日由市卫生局了解到!

'

月
)

日

起!我省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参

合人员住院医疗费用补偿起付

线进行合理调整!县级医疗机构

调整为
'++

至
(++

元!乡级医疗

机构调整为
#++

元"

据介绍!省卫生厅近日发布

,关于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

院费用补偿起付标准的通知-!

决定从
#+)#

年
'

月
)

日起 !对

各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参合

人员住院医疗费用补偿起付线

进行合理调整!省外和省级
!

类

医疗机构调整为
!+++

元! 省级

"

类医疗机构调整为
#+++

元 !

市级
!

类医疗机构调整为
)'++

元! 市级
"

类医疗机构调整为

)+++

元! 县级医疗机构调整为

'++

至
(++

元! 乡级医疗机构调

整为
#++

元"

目前!我市各统筹地区新农

合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正

在根据各级医疗机构住院费用

补偿起付线调整情况!调整新农

合信息系统及医院管理系统!确

保各级医疗机构补偿及结算数

据准确无误.各定点医疗机构已

准备大量新农合有关政策宣传

材料向办理入院手续的参合患

者发放.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已按

照分级管理的原则!采取积极措

施!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

为和参合人员就医行为的监管!

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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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加大对境内沙颍
河(贾鲁河(龙湖等主要天
然水域的管理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为确保我

市渔业生态平衡健康发展!根据,渔

业法- 和省农业厅的安排部署!眼

下! 我市正在全市天然水域范围内

开展春季禁渔行动!至
,

月
!+

日结

束! 禁渔期间禁渔区内将禁止所有

捕捞作业"禁渔行动开展以来!全市

农业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禁渔期

管理!规范渔业秩序!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据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市重点加大了对境内沙颍

河(贾鲁河(龙湖等主要天然水域的

管理力度!严厉打击炸鱼(毒鱼(电

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非法行为!加

大对违法捕捞者的处罚力度! 提高

渔业执法的威慑力"

截至目前! 执法人员共查获非

法捕鱼案件
'

起!没收渔船
#

艘(电

鱼设备
)

套! 规劝渔民主动拆除捕

捞网具
,'

件!勒令制止非法捕捞行

为
&,

起!口头警告达百余次!没收

非法渔获物
'++

余公斤! 说服教育

渔民
#++

余人次! 有效地保护了渔

业资源和生态资源环境"

ef.Mgh>

!

赵金

!五一"假期临近#外出市民不

断增多$ 市民日常出行最关注的就

是安全# 车上安装一把小小的安全

锤就能让市民在乘车时增添一份安

全感#但笔者从市中心车站了解到#

现在这份安全感却被人悄悄地带走

了$

!我们跑两三天车就会发现一

次安全锤丢失的现象$ "在市中心车

站#笔者了解到#虽然我市长途车辆

再一次填补遗失的安全锤# 但安全

锤的遗失数量仍让车主们感到寒

心$ !我们现在基本每个月都要新装

近
)+

个安全锤$ "

安全锤也叫救生锤# 一般安装

于汽车等封闭舱室内容易取到的地

方#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砸碎玻璃窗

门以顺利逃生$

小小一把锤子放在车上# 可以

会在关键的时刻砸碎玻璃# 挽救数

十条生命#但如果被市民拿回家里#

既钉不了钉子#也劈不了木头#就连

砸核桃#锤几下也就坏掉了#实在是

可惜$

安全锤虽然很小# 但是却维系

着车厢内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一

起起车辆事故均显示出安全锤的重

要性#然而有人却把它占为己有$拿

走锤子的人带走的绝不仅是一把

锤#而是掠夺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

人们手下留德#为自己%为他人出行

增加安全系数$

"

一吐为快

品 类
价格

"元
!

公斤#

品 类
价格

"元
!

公斤$

生菜
)-# 卷心菜 )-,

大葱 !

西红柿
'-#

黄瓜
#-" 韭菜 )

茄子
!-"

芹菜 )-'

茼蒿 )-, 豆角
"

昨日菜价
!!!!!!

周口黄淮农产品大市场提供

咨询电话
"#$%&'()**+(,

($(,$-$

西华县人武部在春季民兵训练中# 积极组织青年民兵开展健康%活

泼%向上的文体活动#大力叫响!民兵特色文化"$ 图为青年民兵在训练间

隙开展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训练生活$ 李自强 摄

昨日#川汇区第一届全国奇石玉器博览会在周口关帝上城财富广场开幕#各种奇石美玉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记者 王映 摄

cij $klmnopq%rs1

本报讯*记者 赵金+连日来!开

发区质监局对辖区内
"

家重点监

控单位的特种设备使用( 管理(换

证(制度建立(设备建档(操作人员

持证等情况逐项进行排查"

检查发现!个别单位存在安全

隐患! 主要是压力容器建档不全!

没有注册登记!无证使用 .特种设

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无证上岗!

司炉工和压力容器操作人员安全

常识薄弱!操作技能较差 .对锅炉

水质监测不严!没有按照
12*'(,3

#++"

工业锅炉水质标准进行化验!

造成锅炉结垢!易使锅炉水冷壁和

烟管烧坏而渗漏!引发故障 !影响

安全生产"

针对存在的问题 ! 该局分别

对相关单位下达了 ,特种设备现

场监察意见通知书-! 要求认真落

实第一责任 ! 履行好一岗双责 !

逐项整改 ! 消除安全隐患 ! 杜绝

事故发生"

tuvwxyz{|`}

作弊考生最长禁考
!

年

本报讯*记者 李一+记者昨日

从市教育局获悉!教育部日前发布

,关于修改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0的决定-" 与修改前相比!

新规共有
)'

处较大改动! 首次将

加分资格造假认定为作弊!并规定

了团伙作弊(通过电子设备传送试

题及答案等违规行为的处罚!考生

最高将面临停考国家教育考试
!

年"

据教育局有关人士介绍!依据

新规!考生如出现以下四类考试作

弊行为之一) 组织团伙作弊的.向

考场外发送( 传递试题信息的.使

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

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

生参加考试的! 可以视情节轻重!

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

至
!

年

的处理" 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

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

至
!

年的处理"

新规加大了对在校生(教师参

与考试作弊的处理
4

在打击'替考%

的基础上!增加了'组织团伙作弊%

和 '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

答案以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

弊行为%两种情形!规定凡出现以

上三种情形之一者!教育考试机构

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

或者予以解聘"

依据规定 ! 受到停考处理的

考生! 可向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申

请听证! 对作弊的事实 ( 情节等

进行审查 ( 核实 " 如申请人对复

核决定或处理决定不服的 ! 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 同时 ! 对于作弊的认定 ! 新

规增加了视频证据的条款 ! 如监

考人员通过视频发现考生有违纪

作弊行为的! 教育考试机构可以

通过视频录像回放 ! 对所涉及考

生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此外!新规明确了考生诚信档

案的管理!考生诚信档案中记录的

信息未经法定程序! 任何组织(个

人不得删除(变更"

与劳动者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