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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老乡

你别着急，这个用假币的骗子我们

一定会帮你抓住。”近日，70岁的

余老汉在内乡县余关镇卖西瓜，遭

遇骗子使用假币消费，不仅西瓜被

骗还搭进去了 92 元零钱。所幸走

访民警通过沿途监控锁定了骗子，

并从其身上搜出多张假币。

7月 27日，内乡县公安局余关

派出所副所长闻永贵在辖区开展

“走村 （社区） 入户进店访企 （校

园） ”时，途经某村时，发现经常

摆摊卖西瓜的余老汉在抹眼泪。

民警一问得知，几个钟头前，一

男子开着车到他的西瓜摊挑了一

个西瓜，余老汉也没有细看骗子

给的 100 元钱，就给人家找了 92
元 的 零 钱 。 该 男 子 走 了 一 阵 子

后，余老汉才发现收到的唯一一

张大钞居然是假的。当天的室外

温度较高，这大热天瓜农从地里

把西瓜一个个摘下再抱到车上，

顶着烈日好不容易挣俩辛苦钱，却

被骗子骗了。闻永贵听了余老汉的

讲述，既生气又替老汉难过，决定

帮助老汉找到骗子。

闻永贵观察了一下瓜摊四周，

发现瓜摊附近不远处的电线杆上安

装有一个视频监控。根据余老汉提

供的大概时间段，闻永贵调取了视

频监控，很快锁定了一辆安徽牌照

轿车，迅速把涉案车辆牌照外部特

征及监控截图向县公安局进行了通

报，同时在建立的辖区群众治安联

防微信群中也通报了这起警情，希

望乡亲们提高警惕并及时发现举报

可疑车辆行踪。经过近三个小时的

奔波忙碌，下午 5 时许好消息传

来，该车辆窜至县城，骗子故技重

施时，被民警当场抓获，民警从骗

子身上收缴百元假币共计 9张。目

前这名使用假币的孙某已被依法行

政拘留 15 天的处罚，余老汉的钱

也被如数退还。11

使用假币欺骗瓜农
民警追踪抓获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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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 平）连续高温

天气，暑热难耐，医院里的患者也随

之增加。昨日记者走访市城区几大

医院了解到，中暑、急性胃肠炎、上

呼吸道感染患者扎堆就医。医生提

醒广大居民：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

降温，预防相关疾病发作。

记者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看

到，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出

诊的人员四人一班，随时待命；诊

室、取药窗口、留观室、重症室等科

室，虽然患者较多，但医护人员都有

条不紊地为患者服务，及时救治、诊

疗。急诊内科主任许勤华告诉记

者，近日由于气温持续升高，急诊患

者较以往有所增加，每天收治病人

近 120 人，最忙时一次要同时派出

五辆救护车，分别赶往不同地点接

治患者。

许勤华说，天气炎热，有心脑

血管病等慢性病史的人，往往会出

现头晕、心慌等症状，从而诱发疾

病或导致病情加重，为此，该类人

群应定期体检，及时调整用药；夏

季胃肠道疾病高发，居民应少吃生

冷食物；空调温度不应低于 26℃，

不要快速进入温差较大的环境；在

有空调的密闭环境中不宜停留时间

过长，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

许勤华提醒广大居民，暑热天

气一旦出现头昏、头痛、口渴、出

汗、全身疲乏、心慌等症状，应立

即脱离中暑环境，及时采取降温措

施，可以仰卧，解开衣扣，可用凉

湿毛巾冷敷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

等处，用温水或酒精擦拭全身，意

识清醒后可饮淡盐水等解暑，还可

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重症中暑

病人要立即拨打 120，及时送医就

诊。⑥5

本报讯 （通讯员李肇峰） 7月
29日，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邓州

义工雷锋营营长孙甜带领 10 多名

义工，来到邓州市编外雷锋团展览

馆看望雷锋生前的部分战友。

邓州义工给雷锋生前的老战

友们送去价值 2000 余元的防暑降

温用品以及生活用品，并向这些

老兵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

福。⑥3

义工看望雷锋生前战友

本报讯 （通讯员李 团）7月 25
日是内乡县委确定的每月“集中帮

扶日”之一，湍东镇严格按照县委要

求，组织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扎实

开展帮扶工作。

帮扶责任人们心中有责，干劲

儿十足。他们通过扶贫座谈培训

会、收支明细账核算、慰问帮扶等形

式，进一步了解贫困户的脱贫现

状、帮扶需求、优惠政策落实、是

否有返贫可能等相关情况，查找帮

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出

现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绝不拖延，

不能即时解决的制订问题清单，积

极向村、镇反馈，确保问题“零遗

漏”。

在做好“硬件”帮扶的同时，帮

扶责任人积极开展“用情”帮扶。他

们与贫困户唠家常，谈生活，话未

来，鼓励他们用好各项补贴、勤奋干

事创业，克服“等、靠、要”思想，

摆脱意识贫困和思路贫困，增强勤

劳致富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入生

产生活。⑥6

帮扶活动增强脱贫信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金 都）“出

门五分钟，出汗俩小时”用来形容“烧

烤”模式下的南阳再合适不过。动物

园里的动物们怎样度过酷暑呢？日

前，记者走进南阳动物园，看看这些

小动物们过夏有何“凉”策。

当时虽然正是早上，但天气已经

开始闷热起来。老虎和狮子们慵懒

地躺在笼内，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直到饲养员带着冰块到来，这些“大

猫”们才精神起来。饲养员把冰块放

置妥当后，老虎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去

享用起来。

夏季以来，动物园的小熊猫们早

早住进了空调房，每天还会有饲养员

为他们送去冰块和水果，用来解暑降

温，他们只需要开开心心地耍宝卖

萌。黑熊的笼舍区，黑熊们懒洋洋地

趴在地板上，饲养员直接把西瓜摆放

在笼边，让这些家伙尽情享用美食。

尽管天气很热，猴山的猴子们依然精

力无限，饲养员带着西瓜和冰块出现

在猴山的时候，猴子们一拥而上，将

饲养员刚摆放好的西瓜“哄抢一空”，

各顾各地吃了起来。在骆驼、斑马、

鹿等草食动物的笼舍，动物园工作人

员早早为它们的笼舍上面安装了遮

阳网，饲养员还会每天下午 3时对它

们进行喷淋降温，当然也少不了解暑

降温的西瓜大餐。

咱南阳的动物园虽然不大，但动

物种类却不少。动物园动物兽医师

姚同海介绍，面对夏日酷热的考验，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是动足了脑

筋，他们还为动物准备了藿香正气

水等预防中暑的药品，确保动物可

以轻松过夏。饲养员每天都会打扫

笼舍，每周对整个动物园进行一次

消毒，在炎热的夏天给它们最贴心

的呵护。⑥6

吃瓜泡澡叼冰块——

看南阳这些小动物“呆萌”过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

疾人就业条例》《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办法》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现将 2019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审核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

保金”）申报缴纳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核、申报单位
南阳市辖区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含中央、省驻宛单位，

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

比 例 不 得 低 于 本 单 位 在 职 职 工 总 数 的

1.6%，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保金。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市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市属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中央、省驻宛单位的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县（市、区）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

核。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到所

属各级税务机关自主申报缴纳，各级税务机

关负责征收。

二、残保金申报缴纳标准
残保金年缴纳额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

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残保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

职工人数×1.6%-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

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

年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

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

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以劳务派

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

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人

数可保留小数点后 2位（四舍五入）。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

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

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

三、审核、申报时间
用人单位每年应当根据本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金。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2019年 8月 1日至 10月 15日
用人单位应当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如

实申报 2018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并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未在规定时限内参

加审核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2019年 8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用人单位应如实申报 2018年在职职工

人数、工资总额和经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确

认的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并按规定自主

申报缴纳残保金。

四、审核、申报方式
参加残疾人就业审核和申报缴纳残保

金可选择网上审核、申报或现场审核、申报

的方式进行。依照有关规定，不需缴纳残保

金的用人单位也应进行“零申报”。

（一）网上审核、申报

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市属

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登录“河南政务

服务网—南阳站”（http://ny.hnzwfw.gov.cn/ ）
(残疾人联合会->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县（市、区）属安置有残疾职工

的用人单位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南阳

站”（ http://ny.hnzwfw.gov.cn/ ）->切换所属

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用人单位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也可直接

登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网上申

报系统”（http://nsweb.org.cn/）（选择所属行

政区->注册登录->按要求上传审核资料）

进行在线申报。

注：可在“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信息网”

（http://www.hncjrjy.com/sys/）“通知公告”栏

下载《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网

上申报操作手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

缓申请表》。

2. 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登录“国

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电子税务局”（http://dzswj.
ha-n-tax.gov.cn/web/dzswj/ythclient/mh.htm/）
申报缴纳残保金。

注：用人单位可在该网址“通知公告”栏

下载《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网上申报操

作手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二）现场审核、申报

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安置

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到所属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审核 2018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情况。其中 :市本级安置有残疾职工的用
人单位到南阳市行政审批中心（南阳市范蠡
东路 1666号）中区 3号楼一楼北厅综合受理
窗口报送审核资料。

2. 申报缴纳残保金：由用人单位到所

属税务机关现场申报缴纳残保金。

五、需提交的资料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1.安

置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需填写《用人单位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搜索（http:
//nsweb.org.cn）登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网上申报系统”页面下载该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伤残军人证》（1-8级）；3.用人单位与残

疾职工签订的 1 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

（服务协议或编制文件）；4.2018年残疾职工

社会保险缴费明细；5.用人单位残疾职工工

资银行转账原始凭证等资料。

经审核后，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向安排

有残疾职工的用人单位出具《用人单位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

（二）申报缴纳残保金：用人单位需填写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安置有残

疾职工的用人单位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出具的《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情况审核确认书》，并如实填写经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上年按比例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

提交资料的要求：一是用人单位对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相关审核、申

报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二是现场审核或

申报缴纳残保金的，用人单位需提供上述材

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网上审核或申报缴纳残

保金的，需上传上述材料原件扫描件。

六、优惠政策办理
（一）优惠政策

1.新成立小规模企业的免征政策。工

商注册登记未满 3 年、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

(含)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定免

征残保金。

2.受灾损失的减免缓政策。用人单位遇

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

接经济损失，可以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

3.年平均工资的减征政策。用人单位

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上年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 2倍的，按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计算缴纳残保金。社会平均工资指各所

属行政区的人力社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公布

的社会平均工资。

（二）办理时间

2019年 8月 1日—2019年 10月 15日
（三）办理流程

1.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免缴：符合条件

的用人单位自动享受。

2.受灾损失减免缓：用人单位到所属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的年审大厅现场提交《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缓申请表》，并提供政府

相关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出具的重大经济损

失的有效证明及复印件，经注册会计师验证

后的上年度本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及复印件

等。按相关文件审批后，到所属税务机关现场

申报。

3.年平均工资的减征，由用人单位在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电子税务局”系统提

示下自主申报完成。

七、其他事项
（一）用人单位认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审核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与实际不

符的，应当到该机构重新审核上年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通过后，持该机构

出具的《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

确认书》，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二）用人单位既不安排残疾人就业又

拒不申报缴纳残保金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和缴纳残

保金情况将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容。

（三）政策咨询电话

自公告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税务部门

纳税服务大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和各级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及申报缴纳残保金相关事宜。

各级税务咨询服务热线：12366
南 阳 市 残 联 63209702 63209728

63261069南阳市行政审批中心（南阳市范
蠡东路 1666号）中区 3号楼一楼北厅综合受
理窗口

卧龙区残联 61536869 南阳市卧龙区
车站南路 1289号

宛城区残联 63506693 南阳市宛城区
医圣祠街 38号

邓州市残联 60905511 邓州市卫生南
路 81号

新野县残联 60591869 新野县汉城路
116号残联

唐河县残联 68997733 唐河县便民服
务中心北京大道中段 2号楼 6楼 604室

桐柏县残联 68116619 桐柏县城关镇
体育场院内体育局一楼

社旗县残联 67988023 社旗县红旗路
中山货街 26号民政局院内

方城县残联 65078319 方城县凤瑞路
468号方城残联就业所

南召县残联 60597901 南召县城关镇
丹霞西路 17号

镇平县残联 65926701 镇平县建设西
路 7号

内乡县残联 83978523 内乡县永顺路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西峡县残联 60109883 西峡县行政审
批北楼 115室

淅川县残联 69221628 淅川县新建路
西体育场路口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残联 61166518南阳
市迎宾大道 6号示范区管委会 101室

高新区残联 63291965 南阳市信臣中
路 588号

官庄工区残联 60209023南阳市官庄工
区广北路北段工区社会事业局 725室

鸭河工区残联 66628713南阳市鸭河工
区汉江路行政中心社会事业局 249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税务局 南阳市残
疾人联合会

2019年 7月 27日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税务局 南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 2019年南阳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及 申 报 缴 纳 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金 的 公 告

暑假期间，河北景县为

学生搭建学习平台，在青少

年 培 训 中 心 专 业 老 师 指 导

下开展手工制作、亲子游戏

等活动，让学生们度过一个

充实、快乐的假期 ⑥2
新华社 发

在市人民公园动物园内，工作人员正在为动物布置冰块，为其降温 ⑥6
本报记者 马 哲 摄

持续高温天 扎堆就医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