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启用面部识别系统

领资助金 今后得“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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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１８日， 河南省教
育厅下发通知要求， 从今年
秋季学期开始， 在全省中等
职业学校中全面启用资助监
管面部识别系统， 以确保资
助资金专款专用，精确到人。

按照通知， 今后每年
１０ 月底之前，各中职学校
须按时完成学生面部识别

初次采集工作， 拟资助学
生在校期间仅采集一次。

初次采集面部识别信
息时，学校应指派资助、教
学、 财务管理人员亲临现
场， 与学生资助管理人员
一起，对照受助学生名册，
在查验本人身份证、 学生
证后， 逐一采集面部识别

信息。 现场验证人员应在
采集名册上共同签字确
认，存档备查。

每年 １１ 月中旬前，市
（县）级资助中心汇总本地
中职学校学生面部识别采
集信息后，由市（县）教育
行政部门牵头，市（县）财
政等部门会同市（县）资助

中心组成核查组， 分别前
往各学校开展现场核查。

除特殊原因外，未按要
求备案而不通过抽查的学
生，将暂停享受各类资助。学
校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
在系统生成抽查结果的次月
２０ 日前向同级资助管理部
门提出申诉。 （据新华社）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

比增速 居民收入三连胜
10 月 19 日， 国家统

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GDP）同比增长 6.9%，
其中，第三季度 GDP 同比
增长 6.8%，经济连续 9 个
季度运行在 6.7%至 6.9%
的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从生产来看， 前三季
度，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7%，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7
个百分点； 全国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 8.3%，增
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
百分点。从需求来看，前三
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7.5%，增速比上
年同期回落 0.7 个百分
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10.4%， 增速与
上年同期持平， 其中全国

网 上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4.2%， 比上年同期加快
8.1 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16.6%。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９３４２ 元， 同比名义增长
９．１％，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 长 ７．５％ ， 比 ６．９％ 的
ＧＤＰ 增速高 ０．６ 个百分
点。继今年前两个季度后，
三季度的居民收入增幅再
次“跑赢”ＧＤＰ 增速。

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７４３０
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６．６％；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９７７８ 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７．５％。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倍 差
２．８１， 比上年同期缩小
０．０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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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奇葩理由求减刑

太胖会折寿
美国佛罗里达州男子斯蒂芬·唐纳森因一

桩离岸避税案被判 6 年 4个月监禁。 他的律师
日前以唐纳森肥胖、可能比正常人平均寿命短
为由，主张这一刑期不公，向法院请求减刑。

佛州《坦帕湾时报》报道，唐纳森现年 72
岁，身高 1.8米，体重 124 公斤。他与 70岁的同
谋杜安·克里斯菲尔德向医务人员兜售离岸避
税项目， 可能给美国国内收入署造成最高达
1000万美元的损失。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法
院暂未对唐纳森的要求作出裁决，暂不清楚他
的减刑理由是否能令法官信服。 （据新华社）

美
国我省出台调整方案

工伤保险待遇再次上调
记者从河南省人社部

门获悉，２０１７ 年度河南工
伤待遇调整方案近日出
台，包括伤残津贴、生活护
理费、 供养亲属抚恤金等
在内的工伤保险待遇将再
次上调。

据介绍，上调工伤待遇
后，一级至六级伤残津贴将
在原来基础上分别增加

１８０ 元、１７０ 元、１６０ 元、１５０
元、１４０元、１３０元。 供养亲
属抚恤金实行定额调整，增
加额度为 ８０元（孤寡老人
或孤儿为 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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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
自理及部分不能自理 ３ 个
等级，根据统筹地区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５０％、
４０％、３０％进行核定。 正在
领取的生活护理费低于核
定后标准的按核定标准进
行发放；高于核定后标准的
不再进行调整，并根据以后
统筹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增长自动冲减。
此次待遇调整对象为

河南省内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开始享受工伤待
遇的工伤人员或因工死亡
人员供养亲属，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按照要
求， 各地必须于今年底前
将增加待遇补发完毕。

（据新华社）

���������������在海滩上吸烟

送你进牢房
根据泰国政府部门的决定，11 月 1 日开

始，泰国 20 个著名海滩禁烟，违者将被处以最
高 10 万泰铢（约合 2 万元人民币）罚款甚至最
长一年监禁。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重要支柱，泰国每年接
待超过 3000 万游客，海滩是热门景点之一。 9
月， 巴东海滩一天之内清理出将近 14 万个烟
头，占垃圾总量三分之一，促使政府部门下决
心禁烟以保护景区环境。 禁烟令今后可能覆盖
泰国全部海滩。 （据新华社）

泰
国

���������������神户钢铁造假多年

政府早知道
10月 18日，日本媒体指出，对于神户制钢

存在连续数十年有组织的造假行为，日本政府
很有可能心知肚明，但却一直隐瞒。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此前报道称，调查
发现，神钢从数十年前开始就一直存在造假，而
且是该公司内部“有组织的造假”。 而据日本经
济杂志《钻石》旗下网站“钻石在线”报道，神钢
造假一事很有可能早被日本政府主管部门经济
产业省获悉，但后者一直在替神钢保守秘密。该
报道称，有经产省退休官员“下凡”到神钢并连
续 16年担任要职，对于这期间神钢篡改生产数
据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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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骨”小偷大巴行窃

藏身行李箱
法国首都巴黎警方上周破获机场大巴系

列失窃案。 小偷凭借“缩骨功”藏身行李箱，在
大巴行驶时行窃。

法新社 10 月 17 日报道，大巴从巴黎市区
开往博韦机场耗时 75 分钟， 在此期间频频发
生失窃案，令警方困惑不已。 一名司机准备出
发前往博韦机场时，注意到一个可疑的行李箱
上了车，把这一“线索”告诉警方。 大巴抵达博
韦机场时， 罗马尼亚男子奥雷利安·鲁苏提走
这个行李箱和一个小型黑色帆布包。 警方将他
拿下，开箱后，发现鲁苏的同伙、身高 1.7 米的
塞巴斯蒂安·拉杜蜷缩其中。 检察官布拉说，拉
杜被判处 8 个月监禁，鲁苏因犯罪记录更为严
重而获刑 1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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