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已经上线运行了，作为一个项目申请单位，该如何在在线
平台上申报项目？省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介绍说，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由
联合审批网上办事大厅和网上联合审批系统组成。联合审批网上办事大厅为投资项
目申请人提供项目审批申请等服务，网上联合审批系统为全省各级投资项目联审部门
及工作人员提供网上审批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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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凯瑞长期住院治疗，家
中积蓄早已花完，根本无力再拿
钱为刘威治病。为了先让儿子
看病，刘威拖病不治。这一拖就
拖了两年多，直到今年4月，病
情急剧恶化，刘威才到省肿瘤医
院入院治疗。父子俩同时住院
治疗，这个农村家庭根本不能承
受。为了分个先后，一家人争执
了很久，流了很多眼泪。

“妈妈，让爸爸先看病吧，我
不看了。”昨日深夜，9岁的小凯
瑞央求在旁照顾自己的奶奶拨通
了妈妈的电话，哭着告诉妈妈，爸

爸是家庭的支柱，要求送自己回
老家休养，先给爸爸治病。

接到儿子电话，刘威妻子泣
不成声。刘威的妻子李芳说，儿
子虽然已经9岁，但心智发育迟
缓，比同龄人智商稍低，说话也
口齿不清，能说出这番话，让他
们十分感动。李芳说，理智来
看，确实应该先给刘威看病，这
样，等刘威康复了就能挣钱，继
续给儿子看病。

好在小凯瑞的病情已经有
所控制，被奶奶带回老家休养。
目前，刘威仍在省肿瘤医院治

疗，但因为无钱医治，骨髓移植
手术一直无法进行。刘威先后
通过贷款和借款的方式筹集的
20多万元已经花完。刘威年近
六旬的老父亲甚至也到工地做
小工，为儿子挣手术费。

现在，刘威每天的医药费有
近2000元，保守治疗只能控制
病情，腹部因脾脏肿大已经鼓得
浑圆。医生表示，若再耽误手
术，就会有生命危险。刘威的家
人表示，将继续通过贷款等方式
筹钱治病，治好刘威后，尽快让
小凯瑞得到治疗。

□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赵振恒

本报濮阳讯 不久的将来，
河北将用上来自濮阳的黄河
水，用于农业灌溉、地下水补
充、改善白洋淀生态补水等。
12月17日上午，向河南濮阳、
河北5市农业供水、补充地下
水及向白洋淀生态补水的水利
工程——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濮阳段）正式开工建设。

大河报记者从开工仪式现
场了解到，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是国务院确定的172个引调水
水利重点项目，也是国务院
2015年确定必须开工的27个
重大水利工程。该工程受益区
为濮阳市和河北省邯郸、邢台、

衡水、沧州、保定五市，受益面
积465万亩，是缓解冀东南地
区农业灌溉和生态环境用水严
重短缺的基础工程，同时也是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战略性
工程。

据项目施工方介绍，工程
输水线路总长482公里，其中
濮阳段84公里，河北段398公
里。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濮阳市先后
成立了引黄入冀补淀工程领导
小组和工程建设指挥部，目前
已经完成渠村老引黄闸、沉沙
池、金堤河倒虹吸、卫河倒虹吸
等前期工程建设，确保引黄入
冀补淀工程按时开工。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一个项目从申请到
审批，以前要跑很多趟，而且审
批办理不透明。不过，以后，如
果您再申请项目，将会更快捷更
透明化，完全可以在网上搞定。
今日，省发展改革委召开全省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线
运行电视电话会议，记者了解
到，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于2015年12月18日上线
运行。这是我省投资管理体制
的一大变革。

据介绍，我省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依托互联网、电
子政务外网和大数据技术，采用
大集中的方式进行建设，由省统
一开发，涵盖省、市、县三级，联

动贯通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
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利等部门，
将各联审部门所承担的投资项
目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在线平台
实行并联审批。

“全过程完全上网，透明公
开是此次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
一大特点。”省发展改革委相关
人士指出，通过明确审批事项和
审批权限、规范审批办理流程、
公布办事指南，并对审批项目受
理信息、办理过程、办理结果等
数据进行实时、全程和自动监
控，建立透明、规范、高效的投资
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
有效解决部门放权不够协同、基
层承接能力不足、监管机制不健
全、监管手段不完善等突出问
题。

据统计，我省共有15个省
直联审部门、288个市级联审部
门、180个直管县（市）联审部门
和2516个县（市、区）联审部门
纳入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纳入平台省市县三级审批
事项397项。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介
绍说，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创新投资管理方式的一次重要
变革。平台的上线运行将有力
提升我省投资项目审批透明度，
通过网上受理、办理、监管“一条
龙”服务，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
少跑腿，显著提高审批效率，约
束各级联审部门的审批权力，便
于社会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利用
审批权进行交易的腐败行为。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河南省纪
委监察厅预防腐败局网站发
布消息，日前，中共开封市纪
委对开封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王亚甫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

通报显示，查实王亚甫在
担任开封市国资委主任期间，
多次组织人员公款旅游；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礼金等为
他人谋取利益。分别构成挥霍
浪费、受贿错误。

根据通报，王亚甫身为党
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
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开封市
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常委
会批准，给予王亚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此前，王亚甫
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另据河南省纪委监察厅预
防腐败局网站昨天发布的消
息，商丘中等专业学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马爱菊，正处级调研

员张兆合被“双开”。根据通
报，近期，商丘市纪委对商丘中
等专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马爱菊，正处级调研员张兆合
二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
调查。经中共商丘市纪委常委
会议研究，并报商丘市委、市政
府批准，决定给予马爱菊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张兆
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
二人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
涉款物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另外，记者从河南省纪委
监察厅预防腐败局网站获悉，
2015年10月30日，经平顶山
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对
平顶山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李振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
案调查。另据河南省纪委监察
厅预防腐败局网站消息，平顶
山市叶县政协副主席娄彦平被
移送司法机关。根据通报，
2015年10月22日，经平顶山
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对
叶县政协副主席娄彦平严重违
纪问题立案调查。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平顶山市纪
委官方微信“清风平顶山”发布
消息，“5·25”特大火灾事故，
平顶山5名县级干部被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

通报显示，2015年5月25
日，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发
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经国务
院河南平顶山“5·25”特别重
大火灾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
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根据通报，对该事故的发
生，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
汉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鲁山
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会良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平顶山市民政
局副局长庞振邦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平顶山市民政局局长、党
组书记王雷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鲁山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赵明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日前，经平顶山市纪委常
委会议、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
议研究，并报平顶山市委、市
政府批准，决定给予田汉霖撤
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李会良党内严重警告、行
政降级处分；给予庞振邦党内
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给
予王雷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
赵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
处分。

我省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重要变革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线运行

再申请项目，您可以上网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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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患病无钱医治 9岁儿子哭求

“先救爸爸，家里不能没有他！”
□记者 朱建豪 文图

本报讯 为救父亲，9岁娃放
弃治疗。周口一名9岁男孩患有
一种少见的血液疾病，自5岁时
被确诊后一直住院治疗。2012
年，长期照顾男孩的父亲也被确
诊为白血病，且因拖延日久发生
畸变。父子同时患病，父亲欲放
弃治疗，儿子却苦求家人先治父
亲，自己回家休养。目前，父亲
已经在郑州接受治疗，儿子回到
老家休养。家人表示，尽快治好
父亲后，再给儿子看病。

今年31岁的刘威，是周口
市沈丘县人。近日家里发生的
变故，让这个年轻父亲坐卧不
安。昨日上午，在省肿瘤医院病
房内，刘威躺病床上，医生正在
对刘威的病情进行观察和询
问。医生介绍说，刘威所患疾病
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但检查发
现时已经比较严重，又经过两三
年的延误治疗，已经发生畸变，
几天前还发生过一次晕厥，幸亏

及时发现抢救。
说起拖延治疗，刘威十分无

奈。9年前，刘威的儿子小凯瑞降
生，出生三天后，总是生病，时常
要往医院跑。慢慢地，小凯瑞额
头眉心处出现了一个小囊肿，经
常头疼，语言和智力发育迟缓。
直到5岁时，小凯瑞才被确诊为
高氨血症。这种疾病会因为体内
蛋白质分解出氨，而导致氨中
毒。此后，刘威就一直带着小凯

瑞在郑州、北京等地求医。在此
期间，刘威时常会感觉自己的身
体有些不适，尤其是腹部发胀。
2012年12月份，当时在郑大一
附院病房照顾小凯瑞的刘威感
觉身体不适，在家人的劝说下，
在医院做了检查，竟被确诊为白
血病。父子同患病，而家里因给
小凯瑞看病，早已负债累累。这
个家庭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该
先给谁治病呢？

照顾儿子时，父亲也患病

为救父亲，儿子放弃治疗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濮阳段开工
受益面积达465万亩

开封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王亚甫被“双开”

平顶山鲁山“5·25”特大火灾事故
5名干部被追究党政纪责任

父子俩同时患病，难坏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