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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阳

本 报 讯 刚 刚 过 去 的
2015年，我省出现一系列引
人瞩目的舆情热点。《大河舆
情》编辑部以读者关注度、网
民点击量和参与度等因素为

根据，采取软件检测数据和专
家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
2015 年河南省十大舆情热
点。

这十大舆情热点包括“上
合会”选址郑州、河南女教师
辞职信爆红等。《大河舆情》

2016年首期对这些舆情热点
进行了概括与分析。

《大河舆情》由河南日报
社主管，是一份以反映舆情热
点、要点和深度背景为主要内
容的内部舆情资料。

□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郭力铭

本报周口讯“我出1万！”昨
日，周口市沈丘县举行了一场特殊
拍卖会，起价1000元的盆景，最终
有人叫价1万元买走，而拍卖所得
钱款是为了救助当地一位患白血
病的贫困女孩杜宁宁。

沈丘县冯营乡27岁的女孩杜
宁宁，继两年前恶性子宫肌瘤切除
之后，又于去年查出患上了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PH+ALL，本就清
贫的家庭雪上加霜。此次拍卖会
共收集各种展品120多件，都是沈
丘县盆景赏石的精品，本次展览拍
卖出的8万多元都捐给了杜宁宁。

此次展出是翰高集团慈善公
益活动的组成部分，组委会简办开
幕、闭幕式，并组织盆景义拍，将仪
式节约和义拍的善款以参展参会
者的名义捐赠给白血病患者杜宁
宁，让爱心“薪火相传，万事延绵”。

根据新蔡县纪委的通
报，2013年，新蔡县国土资
源局练村镇国土资源所张

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土
地平整施工单位提供帮助，
收受施工单位给予的草鱼19

条，价值1727元。新蔡县纪
委给予张勇党内警告处分，
收缴违纪所得1727元。

□记者 韩景玮 通讯员 李晓理

本报讯 一26岁小伙子因心
情不好，想弄点安眠药吃了自
杀。但身上既没有钱，也不知安
眠药怎么买。遂买一把水果刀，
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药房，持
刀劫持一药剂师，强行索要安眠
药。最终药剂师给其两板安眠
药。1月5日，记者从郑州二七法
院了解到，法院目前已审结该
案，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皮
某有期徒刑3年。

今年26岁的皮某家住豫西。
2014年9月28日，皮某因家里矛
盾，想弄点安眠药吃了自杀。当时
他身上没有钱，也不知道安眠药怎
么买，就产生了买把刀去药店抢安
眠药的念头。皮某先在一家五金
店买了一把水果刀。他先找到一
家药房，药房的员工称，没有安眠

药，并解释说医院有售。
当天傍晚7时许，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正在值班，
一个小伙子突然持刀将其劫持，强
行索要安眠药。来人正是欲自杀
找安眠药的皮某，在皮某的胁迫之
下，药剂师只好给皮某拿了一盒舒
乐安定片（俗称三唑仑，里面有两
板药）。

之后，皮某逃进医院值班室服
药，并把门反锁。医院随后报警，
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
皮某抓获。此时，皮某已把舒乐安
定片吃了一板。

之后，公安机关依法对皮某进
行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意见书证
明，皮某案发时患“恶劣心境”，为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法院经审
理认为，依《刑法》相关规定，皮某
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2000元。

□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省
卫生计生委获悉，近日，该委
下发通知，重新对我省农村居
民重大疾病门诊即时结报病
种进行了规范和调整。调整
后，苯丙酮尿症患者的门诊报
销年龄界限从去年的6岁扩
展到今年的18岁。

苯丙酮尿症(PKU)是一种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从出生
起，患者就“不食人间烟火”，
不能吃母乳和普通奶粉、米、
面等正常食品，只能吃一种特
殊的食品，否则就会造成不可
逆的脑损伤，成为智障儿童。
在我省，这种病的发病率约为
1/9000。

据了解，从 2013年 9月
20日起，我省新农合开始将
苯丙酮尿症患者纳入到新农
合重大疾病门诊报销范围内，

不过，当时的报销年龄界限是
3岁以内。去年元月1日起，
报销的年龄界限扩展到6岁，
而从今年1月1日起，这个年
龄则扩展到18周岁（包括18
周岁）以内。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苯
丙酮尿症患者来说，今年除
了扩大报销年龄外，还同时
实行了即时结报，也就是
说，病人去医院拿完药或食
品后，在医院门诊处直接便
可进行报销。

除此以外，此次调整还扩
大了参合慢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报销的药品种类。

“2013年3月，我省新农
合开始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纳入门诊报销范围内，当时报
销的药品只有进口格列卫，报
销比例达到80%。”省卫生计
生委相关负责人说，去年，我
省在进口格列卫的基础上，将

国产仿制格列卫也纳入到了
报销范围内，并对那些对格列
卫耐药或不耐受的病人增加
了两种替代药品。而从今年1
月1日起，我省在确保报销比
例不变的情况下，又将3种国
产药品纳入到报销范围内，至
此，我省参合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患者的报销药品种类达到7
种。

据悉，我省农村居民重
大疾病门诊即时结报病种实
行定点医院救治。其中，苯
丙酮尿症的定点救治医院
为：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的定点救治医院则
为：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
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河南省中医院。

纪检部门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典型案例

19条草鱼换来个党内警告处分
□记者 王磊 通讯员 翟耀

本报讯 对于违纪者而言，今后面对的只会是一个季节，那就是寒风凛冽、冰冻彻骨的“冬
天”！昨天，记者从省纪委官方微信“清风中原”获悉，洛阳、三门峡、平顶山、新蔡县纪检部门通报
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四风”典型案例。

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被党内警告处分

洛阳市纪委的通报显示，
2015 年 9 月 23 日下午下班
后，马留芝违规将洛龙区司法
局执法车辆豫C-D181警停
放在其居住小区。2015年9

月24日上午8时左右，马留芝
使用豫C-D181警用于个人
事务，被群众拍照举报至网
络，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
响。马留芝同志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公车私用，违反了《中
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的有关规定，
2015年10月14日，洛龙区纪
委给予马留芝党内警告处分。

组织公款旅游被党内警告处分

2015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洛阳吉利区吉利乡北陈村
报请吉利乡党委同意，由吉利
区吉利乡北陈村村委会主任
孙书林带队组织北陈村村三

委部分成员和村民小组组长
共计36人到陕西杨凌参观现
代农业种植。考察期间，考察
组私自改变考察内容，自由活
动一天，到延安参观一天，并

每人每天补助100元。
2015年11月20日，吉利

乡委员会给予孙书林党内警
告处分，同时，不合规考察费
用由个人承担。

收受19条草鱼被党内警告处分

新农合门诊报销范围扩大

18岁以下的PKU患者都能报销

小伙寻短见没钱买安眠药
抢劫医院两板安眠药获刑3年

拍卖艺术品 捐给患病人
8万多元善款捐给了白血病患者

2015年河南十大舆情热点出炉

“上合会”选址郑州上榜

浓缩平顶山建市以来的发展历史
“记忆”浮雕在白龟湖公园开放

□记者 李红汛 文图

本报平顶山讯 由清华美院雕
塑创作研究室设计，展示平顶山市
建市以来人文历史大事记的白龟
湖国家湿地公园“记忆”石刻浮雕
正式向平顶山市民开放。昨日，大
河报记者在现场看到20块大方石
组成的“记忆”石刻浮雕（上图）。

记者看到，“记忆”石刻浮雕以
平顶山市新城区的白龟湖国家湿
地公园内的市民广场中轴线为对
称轴分布，共由20块大方石组成，
方方如印，其下为如油的墨池。方
石材料为将军红花岗岩，四个立面
经艺术雕琢，呈现玉璞外观。“记

忆”石刻浮雕每五年大事记占一
石，大事记采用浮雕的形式表现，
在方石的南立面以中英文对照的
文字形式叙述，北立面镶嵌锻铜制
作的年代标示。

据新城区管委会介绍，“记忆”
石刻浮雕由清华美院雕塑创作研
究室负责设计，由中国白玉石雕非
物质文化遗产指定继承人安荣杰
大师现场指导施工。

记者了解到，这些石刻作品统
一命名为“记忆”，展示了平顶山市
建市以来的人文历史大事，2015
年最后一天，“记忆”石刻落成并向
市民正式开放。石刻的开放，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往观看。

设立账外账被党内警告处分

根据三门峡市纪委的通
报，2013年至2014年6月，杜
伟安排下属将收取的市场内

广告牌租金3.6万元，设立账
外账，直接用于单位各项开
支。

2015年11月24日，湖滨
区纪委给予桥头市场管委会
主任杜伟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报销被党内警告处分

根据平顶山市纪委通报，
近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司法局
局长常国照因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而受处分。经查：
2015年1月，常国照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安排司机刘
某到山顶茶叶店购买900元茶
叶和1100元的茶具。茶叶由
局办公室用于日常招待，茶具
在常国照办公室使用，以上费

用报销入账。
2015年12月18日，经卫

东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
予常国照党内警告处分；追缴
违纪款1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