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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5 月起至年底将组织开展扶残助残系列活动

为万名重度残疾人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补助
扶残助残系列活动主要内容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梁峡林 实习生
黎霞）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第二十八次全国助
残日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 5 月起至年底，我
省将在全省组织开展扶残助残系列活动。为 1 万名重
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补助，实施一批残疾人
民生保障实事。
省残联理事长华文哲介绍说，5 月 20 日，是第二
十八次全国助残日。目前，全省有 187.1 万残疾人、占
全省总人口的 7.2%，涉及 540 多万个家庭人口、占全
省总人口的 20.6%。据全国、全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
况和需求专项调查及信息数据动态更新结果显示，全
省有农村持证重度残疾人 29.4 万、建档立卡未脱贫残
疾人 13.4 万，
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硬骨头”
。

❶ 5 月 18 日上午在兰州举行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活动暨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助残扶贫康复项
目启动仪式；
同时举办全省残疾人就业现场招聘会，
邀请 100 家企业、300 名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参与。
❷ 组织实施 2018 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助残扶贫康复项目，今年省级财政安排资金 6000 万元，为
民办实事助残扶贫康复项目，将对 3160 名残疾儿童开展抢救性康复，为 11 个市级康复机构配发听力设
备、13 个市级康复机构配发低视力设备及软件，对有托养需求的 23671 名一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和 19
个残联管理的寄宿制残疾人托养机构进行补助，为 1 万名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补助。
❸ 集中解决一批残疾人的实际困难，落实好残疾人兜底保障工程，实现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应保
尽保，临时救助应救尽救，特困供养应养尽养，危房改造应改尽改。
❹ 实施一批残疾人民生保障实事，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实施精准康复，提供基本康复服务；民政部门
帮助残疾人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住建部门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对无力自筹资金的残疾
人家庭给予倾斜照顾；人社部门制定政府采购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有关政策；教育部
门对符合资助政策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优先资助；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及驻军和武警部队
开展志愿助残活动。

4 月份兰州新建房房价环同比
“双涨”
二手房价格相对维持稳定，
小户型最为受捧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刘琼）5 月 16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 年 4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4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分类调控不放松，
房地产市场整体稳定。其中，
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扩
大，
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有所回落。记者留意到，
当月，
兰州房价仍呈现小幅上涨态势。新
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5.7%；
二手住宅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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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新建商品住房价格连续小幅上涨
记者对比发现，进入 2018 年以来，兰州的新建商品房价格始终呈小幅上涨态势。
4 月份，兰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续上涨，环、同比分别上涨 0.5%和 5.7%，这一数据较
3 月环比上涨 0.4% ，
同比上涨 5.6%，
涨幅略有扩大。
具体来看，
兰州新建商品住宅中，
90 平方米以下涨幅最大，
环、
同比分别上涨 0.7%和
7.1%；
90-144平方米则环比上涨0.4%、
同比上涨5.6%；
144平方米以上环比上涨0.6%、
同
比上涨4.1%。与3月份相比，
涨幅基本持平。易居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认为，
兰州的房价
基本维持稳定态势，
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快速上涨，
这说明兰州的调控政策正在逐步显现。
从西北五省区来看，
除西宁环比下滑 0.2%以外，
其余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
西安
同、
环比涨幅均位列西北五省区第一，
分别是同比上涨 11.2%、
环比上涨 1.6%。其次是乌
乌
鲁木齐，
鲁木齐
，
同比上涨 10
10..1%、
环比上涨 1.1%。随后是银川
随后是银川，
，
同比上涨 6.2%、
环比上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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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住宅相对稳定小户型持续受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 4 月份的房地产市场中，新房价格上涨的扩
大幅度明显要超过二手房。而在兰州，二手房价格则相对维持稳定，环、同比分
别上涨 0.3%和 4.6%，
较 3 月的数据呈相对稳定态势。
记者留意到，
二手房中，
90平方米以下户型在市场上仍然最受捧，
因此，
环、
同比涨幅也最高，
分别上涨0.5%和5.1%；
90—144平方米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4.4%；
144平方米以上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4.0%。
这一数据也得到了部分房产中介的认可。
“成交的 10 套房源
中，有 8 套都是 90 平方米左右的房源。”白银路一家房产中介公
司置业顾问告诉记者，目前兰州的二手房市场中，小户型最
为受捧，
受市场需求影响，价格也最高。

兰州市集中排查整治
全面清理“散乱污”企业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李辉）今年以来，
受多发沙尘等气象不利
等因素影响，
兰州市空气质量形势较为严峻。5 月 16 日，
记者从兰州市环保局
了解到，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兰州市集中排查整治、
全面清理
“散乱污”
企业。
兰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兰州市将加快开展城区及高新区
居民小火炉取缔淘汰工作，全力确保完成提标取缔改造 6 万台的目标任务，
减少城区冬季燃煤污染。继续开展全市燃煤锅炉治理改造工作自查自纠和
自我整改工作；同时结合“农村全域无垃圾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开
展城区及周边农村土炕“煤改电”工作，消灭农村面源污染；重点开展全市涉
气
“散乱污”企业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消灭
“散乱污”企业。
在机动车尾气污染管控方面，完善机动车尾气卡口路检抽检工作，确保
做到人员到位、设备到位、措施到位。继续加强工地施工扬尘监管工作，督
促工地严格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抑尘措施要求，遏制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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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出发，迈进党建信息化新时代

中信
“党费通”
产品正式发布
5 月 14 日，中信“党费通”产品发布暨
客户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常振明，中信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庆萍到会，中信集团党委副书
记、监事长蔡华相，纪委书记冯光出席，中
信集团副总经理朱皋鸣主持仪式。中国
银联、学习时报、国家电网、首信股份、北
汽新能源、苏宁控股、亨通集团、ofo 小黄
车、福生佳信、博研正通等企事业单位现
场签约。交通运输部、国家统计局、清华
大学、保利集团、中航集团、国家能源集
团等 50 家单位党的工作部门和业务部门
负责人到场见证。
在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之际，在中信集

团的领导下，中信银行党的工作部门和
技术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开发“党费通”
应用系统。
“ 党费通”不仅为党员自主、及
时交纳党费提供便捷服务，也为各级党
组织规范管理党费提供了技术支持。为
突出党费交 纳 的 仪 式 感 ，
“ 党 费 通 ”融
合了党章、党史、党内经典阅读以及互
动 体 验 等 内 容 ，使 交纳党费成为庄严、
生动的党员意识教育过程。
“ 党费通”上
线的同时，中信银行专门为广大党员量
身打造了“不忘初心”银行卡，将中信文
化、服务、公益等诸多权益嵌入其中，使
其成为党员履行义务、强化责任意识的有
效载体。
（窦虹艳 范海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