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我每天做完家务活就做
假发，一天也能挣 30元左右
呢，还是镇人社所为我找了这
份不耽误家务活的工作”。近
日，走进郎溪县十字镇双铺村
大江村村民组贫困劳动者杨石
菊的家中，她如是说。

今年48岁的杨石菊与丈
夫余孝华由于身体原因因病致
贫，2014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们的儿子由于家境困
难，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女
儿在读大学。虽然家庭经济较
拮据，但杨石菊夫妻俩并没有
被困难吓倒，他们不等不靠，用
实际行动摆脱贫困。

两年前，在双铺村村委的
介绍下，杨石菊夫妻俩来到本
村菊花种植基地工作，月收入

达4000元。十字镇人社所工
作人员上门走访时，得知杨石
菊还想利用农闲时间在家里做
些手工活，便为其提供就业信
息，介绍其在附近手工艺厂领
一些手工艺半成品在家里做，
同时又联系附近的假发厂，帮
助其在家里进行假发的编织做
工，并按相关文件要求为其申
报居家就业补贴。

杨石菊的丈夫余孝华还被
聘为双铺村村级辅助公益性岗
位人员，年收入1800元。目前，
他们的女儿勤工俭学，学费及生
活费都能够自行负担，儿子经帮
扶人帮扶，在十字镇开发区找到
了合适的工作，月薪5000多元。

如今，杨石菊一家已经稳
稳地走上了“脱贫路”。面对越
来越好的生活，杨石菊感慨道：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和关
怀，让我们全家都有了努力的
方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居家就业 一家迈上脱贫路
◇陈远芳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本报讯 近几年来，随着
我市汽车数量迅速增长，有关
汽车消费的纠纷也不断增加。
据市消保委统计，截至目前，我
市接到汽车消费投诉共计90
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3%，汽车消费纠纷呈现出快
速增长的势头。

记者了解到，四大购车陷
阱让消费者“很受伤”。一是消
费者未考虑清楚就交付定金，
事后反悔要求商家退定金遭拒
绝；二是购买汽车时被强制要
求购买保险，交续保押金；三是
部分品牌汽车在宣城无4S店，
增加消费者后期保养、维修成
本；四是汽车使用过程中出现
质量问题，商家不予解决等。

市消保委提醒广大汽车消
费者在购车、维修时应注意：不
要因为销售人员天花乱坠的介

绍而冲动消费，交付定金，如果
交付定金后反悔，消费者需要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购车
前要了解本地是否有所购品牌
汽车4S店，以免后期保养、维
修需要到外地，因增加额外消
费成本而产生消费纠纷；购车
时应签订书面合同，注明违约
责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签
订合同时要仔细阅读相关事
由，如发现“霸王”条款，要立即
提出，进行修改；提车时要仔细
查看经销商提交车辆是否与所
购车辆各种配置一样，并查验
车辆是否有损伤或是否有二次
喷漆迹象，同时要检查相关证
件是否齐全；消费者要了解汽
车“三包”规定相关条款，汽车
维修后一定要让维修者填写相
关记录；要保管好购车发票、车
辆合格证、三包证书、维修记
录等各类凭证，一旦出现消费
纠纷，消费者就能够提供证据，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本报记者 余健）

汽车质量问题成
我市上半年消费投诉热点
比去年同期上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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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局获悉，随
着中高考临近，为给广大考生提供安静的学
习、休息和考试环境，市区开启了“禁噪模
式”。高考禁噪时间是7月7日至7月8日（期
间2天）。其中外语听力考试时间为7月8日下
午2：45-3：30；中考禁噪时间是7月14日至7
月16日上午（期间2天半）。其中外语听力考
试时间为7月16日上午8：00-9：00；7月1日
至7月15日（除高、中考时间）禁噪时间是午间
12点至14点，晚间20点至次日6点。

记者了解到，严控范围分为三个区域，夜
间施工控制范围是宣城市城市建成区范围；
2020年高考考点（宣城中学、宣城二中、宣城
三中、宣城十二中）及周边直线距离500米范
围内；高考考生住宿宾馆（宣城宾馆）及其周
边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2020年中考考点

（宣城中学、宣城二中、宣城三中、宣城六中、
宣城十二中）及周边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
中考考生住宿宾馆（宣城宾馆、皇宫大酒店、
南天宾馆、亚太大酒店、格林豪泰<宣城宾馆
对面>、敬亭湖宾馆、兰欧宾馆<昭亭路维也纳
酒店旁>）及其周边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

记者了解到，严控时间内，禁止一切有噪
声污染的施工作业（抢险抢修除外）。生态环
境部门停止审批2020年7月1日至7月15日
建筑工地夜间施工申请；高、中考考试期间，
考点周边直线距离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
筑施工、装潢装修作业（包括物料运输、装卸
等），行经的渣土车、公交车等大型年辆禁止
鸣笛。同时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一律
给予上限处罚；对违反本规定，在严控时段内
擅自从事夜间施工作业以及考点周边500米

范围内的施工地在考试当天违规从事建筑施
工作业的单位，经查实，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予以上限处罚；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各物
业公司要会同辖区广场、公园、游园主管部门
和相关执法单位，加强对高、中考期间群众娱
乐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及时制止诸如广场舞、
小区棋牌室、家庭装潢装修等产生噪声可能会
影响周边考生学习、休息的娱乐活动；对严控
时间内有红白喜事、居家装潢的住户，要上门
宣传告之，制止和劝导燃放烟花爆竹及其他可
能产生噪音的行为；在此期间，公交车、出租车
路经考点附近时，严格遵守“禁鸣”规定。

中高考期间，只要市民遇到社会生活和
工地噪声扰民，可通过市公安局110、市城
管执法局 12319、市生态环境局 12369，进
行举报。 （本报记者 余健）

本报讯 随着中高考进入倒计时，我市
中高考考务工作也进入了最终的准备阶段。
6月30日下午，市教体局组织我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英语教师、家长代表及技术保障人
员，开展城区中高考考点外语听力播放系统
检查工作。

检查组分别赴宣城中学、宣城二中、宣城
三中、宣城六中和宣城十二中五个考点，通过
到每个班级实地走访，到每个角落全方位仔细
聆听，确保设备在考场的每个角落都能播放出
完美音质的语音效果，为参考考生保驾护航。

检查老师进入考场后，分别到考场的四
个角落和中心五个方位检查视听效果。“这样
检查主要是为了确保考场内每一个位置的考
生，都能清晰地听到广播所播放的听力内

容。”一位参加检查的英语老师告诉记者，检
查的标准就是要能听清楚。除了检查教室音
响的播放效果以外，检查组还对主听力系统
和备份听力系统的切换、备用电源的使用等
项目进行了测试。

每年的中高考，英语听力考试都是要求
最高，也是检查最严格的环节，市教体局已经
连续多年组织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英语
教师、家长代表及技术保障人员等参与市区
考点广播系统的检查。市教体局工作人员介
绍，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完善考前准备工作，尽
最大努力为考生做好服务，创造一个公平的
考试环境，确保中高考顺利进行。

据了解，2020年高考我市共设7个考区，
11个考点。其中，市区考区有4个考点，分别

为宣城中学、宣城二中、宣城三中、宣城十二中；
郎溪县考区设有郎溪中学1个考点；广德市考区
设有广德中学和广德实验中学2个考点；宁国市
考区设有宁国中学1个考点；泾县考区设有泾县
中学1个考点；绩溪县考区设有绩溪中学1个考
点；旌德县考区设有旌德中学1个考点。

今年中考全市共设7个考区，14个考点。
其中市区考区有5个考点，分别为宣城中学、宣
城二中、宣城三中、宣城六中、宣城十二中；郎溪
县考区设有郎溪中学和郎溪二中2个考点；宁国
市考区设有宁国中学1个考点；泾县考区设有泾
县中学1个考点；绩溪县考区设有绩溪中学1
个考点；旌德县考区设有旌德中学1个考点；广
德市考区设有广德中学、广德三中和广德实验
中学3个考点。 （本报记者 余庆）

我市检查中高考考点外语听力播放系统

6 月 29 日上午，宣城市
第二中学举办 2020 届高三
级 部“ 告 别 母 校 ”升 旗 仪
式。仪式上，高三学生代表
给老师们送上了鲜花。高
三学生告别母校前，老师和
家长代表们纷纷与他们击
掌鼓劲，祝福他们在高考中
取得好成绩。 林蔚 摄

骑行驾照分“优秀”可享受优惠权益

近日，哈啰出行对“骑行驾照分”系统进行了
升级。新版的骑行驾照分满分12分，分为A到F
共6个等级。

其中，A等级对应的是10-12分，此“优秀”
等级范围内的用户享有更多骑行优惠、优先客服

接入、优先处理报障等权益，拿到的随机购卡折
扣甚至可低至3折左右，即每个月不到10块钱就
可享受哈啰单车服务。而如果驾照分是7-9分
的B等级，那么用户在购买骑行卡、次卡时将无
法享受优惠。

随后的C、D、E等级，对应的驾照分分别为
5-6分、3-4分及1-2分，在这3个等级里的用
户，除了无法购买骑行卡之外，单次骑行还将被
收取2元、5元、20元的额外附加费用。而如果用
户的骑行驾照分被扣到了0分即“失信”等级，则
无法使用哈啰单车。

那么哈啰单车“骑行驾照分”的扣分依据和标
准又是什么呢？在哈啰出行app里显示，乱停乱放
或将车辆停放在小区、楼道、车库、工厂等偏远地区
的，将一次扣除1-3分。对于骑行结束后有意或无
意未关锁的，将一次扣除1-2分。而对于长期私
占、破坏的行为，将面临一次最高扣除6分的处罚。

“我们运用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排查等方式，
对用户的不文明用车行为进行判定。如果用户
认为扣分判定有误，可以进行申诉，我们会结合
客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哈啰单车宣城城市经
理鲁崇训表示，哈啰单车的“骑行驾照分”也有恢
复机制，如果一段期间内用户没有再次发生类似
的不文明行为，则可以恢复驾照分。但对于被扣

除到0分的失信用户，则永久无法恢复。

我市共有46名失信用户被“封号”

据鲁崇训介绍，截至目前，我市共有46名用
户因多次违规停放、恶意不关锁、私占、破坏等原
因，被永久封号。

“其中有一名用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20多
次将哈啰单车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经app推送、短
信提醒等途径告知用户后，该用户仍然‘我行我素’，
最终我们对其进行了封号处理。”鲁崇训表示，骑行
驾照分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使用者的文明程
度，“希望广大市民能文明、爱惜使用共享单车。”

与失信用户相对应的是“优秀”等级的用
户。鲁崇训介绍，目前宣城用户中“优秀”等级用
户占比达到了90%以上，这也和近些年来我市共
享单车路面停放秩序越来越整齐、用户骑行素质
越来越高的情况相吻合。

“共享单车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市场混乱、监
管缺失、市民使用习惯没形成等原因，的确经常
出现各种各样不文明的情况发生。”鲁崇训说，但
如今随着共享单车市场进入成熟期，以及政府部
门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用户逐渐培养了良好的
骑行习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大大减少。

2020年申请农村低保有
哪些条件？如何申请？农村低
保保障对象有哪些？符合下列
条件的家庭，由当地政府给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1.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
月收入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2.财产状况符合当地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

3.生活困难、单独立户（靠
家庭供养无法单独立户，可按
照单人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
疾人申请低保的，因病支出型
贫困家庭申请低保的，根据《关
于印发〈宣城市因病支出型贫
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认定办
法〉的通知》（宣民社救〔2019〕
7号）、《关于印发〈成年无业重
度残疾人和三级精神、智力残
疾人最低生活保障认定办法〉
的通知》（宣民社救〔2019〕8
号）文件规定执行。

保障标准是什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按照市政府公布标准执行。对
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
的A类、B类人员，分别按不低于
其本人低保补助水平的30%、
20%增发低保金。同时符合两
项以上条件的对象按照就高原
则核定低保金，不重复获得。

申请认定程序是什么？
生活困难的家庭可以向户

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低保，应当由家庭成员或
家庭成员委托村（居）民委员会
代其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材
料。具体申请和认定程序按照
《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
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19〕
56号）规定执行。

动态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管理服务
的要求，定期核查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成员状况、收入状
况、财产状况。村（居）民委员
会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的成员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
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向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
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
员状况、收入状况或者财产状
况发生变化的，县级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变化情况，
作出增发、减发或者停发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
（数据来源：市民政局 市民生办）

46人！我市这些“失信”用户将无法使用哈啰单车
◇本报记者 顾维林

共享单车方便了市民的日常
出行，但一些乱停乱放的情况时有
发生。为了正面引导市民文明使
用共享单车，日前，哈啰出行的“骑
行驾照分”升级了奖惩机制，驾照
分达到“优秀”的用户可享受更多
骑行优惠，而“失信”用户则可能面
临封号，无法使用哈啰单车。

据悉，目前我市已有46名“失
信”用户因乱停乱放、私占破坏，共
享单车被封号。

关注中高考

我市发布中高考禁噪令

击掌鼓劲
迎接高考

2020年申请
农村低保有关政策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