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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五一”假期即将到
来，景区厕所又要“火”了。昨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加快推
进我省旅游厕所建设、改造与维
护，省财政安排2000万元资金，
专项用于913座旅游厕所建设补
助。截至目前，省财政共安排
4000万元用于旅游厕所的新建
和改扩建。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水平是景
区的“软实力”，景区建得再好，如
果厕所脏乱差，游客的印象也将
大打折扣。据旅游界相关人士介
绍，全国范围内的“厕所革命”从
2015年开始实施，今年是收官之
年。“厕所革命”不仅包括增加景
区厕所供给、解决厕所脏乱差，而
且要在部分景区建设“第三卫生
间”，以解决特殊对象如厕不便的
问题。省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底，我省改扩建
厕所1850座，其中3A级旅游厕
所577座，均配建了第三卫生间，
部分2A级旅游厕所也依照相关
标准改建了第三卫生间。

记者昨日获悉，为加大对旅
游厕所建设管理行动的支持力
度，省财政厅采取先建后补的方
式，对验收合格的新建、改扩建
旅游厕所实行奖励和补助。为
加快推进我省旅游厕所建设、改

造与维护，省财政安排2000万
元资金，专项用于913座旅游厕
所建设补助。913 座旅游厕所
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景区内，不仅
包括普通厕所，还有部分第三卫
生间。力争到 2017年底，实现

“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免
费、管理有效”的目标。具体来
说，到 2017 年年底，我省所有
5A级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及其他
游客聚集区的厕所必须达到3A

级旅游厕所标准（除满足游客基
本如厕需求外，还应符合环保、
通风、外观设计标准），4A级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和停车场的厕
所必须达到 3A 级旅游厕所的
标准，今年，省旅游局还将在全省
范围内的景区大力推广第三卫生
间。

截至目前，省财政共安排
4000万元用于2073座厕所的新
建和改扩建。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天气转暖，乡村旅游
迎来旺季。昨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省财政安排1000万元资金，

专项用于16个乡村旅游项目。
据了解，河南全省70%以上的

旅游资源都分布在农村地区。通
过向市县征集、遴选，并经省旅游
局审核把关，省财政厅选取了16个

项目予以扶持，这也是省财政首次
安排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专项资金，
在项目选取和资金分配时，对贫困
县（村）给予了一定倾斜，16个项目
中有7个项目在国家旅游扶贫重点

村或国家贫困县域内。
据统计，2014年以来，省财

政合计筹措资金近3亿元，用于
扶持乡村旅游、红色旅游项目，以
及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及旅游

新业态重点项目。根据规划，到
2020年，我省将打造20个乡村
旅游示范县、30个旅游示范乡
镇、400个特色旅游村，形成一批
具有河南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沈女士今年63岁，家在驻
马店市遂平县马神庙街中段，
是一处原本漂亮的独栋小洋
楼。今年3月22日中午，家里
突发的一场大火，家里客厅、卧
室的装修、家具几乎全部付之
一炬。

沈女士说，在收拾物品时，
她发现了一张保单，这才意识

到，2016年3月10日她去当地
一家国有银行办理的定期存
款，居然是一份保险，名称为天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
赢一号投资型家庭财产保险”，
有效期两年，到2018年3月份
才到期。

保单正本注明，这笔投资
金为5万元的保险，保险金额

为10万元，包括房屋及室内附
属设施5万元，室内装修2.5万
元，家具 1.5 万元，家电 1 万
元。保单的“重要提示”共有8
项，注明投保人按约定交付资
金后，保险公司按照保单条款、
批单及特别约定承担保险责
任。

发现这个保单后，沈女士

多少有点激动，想着她家的损
失，通过这种保险，可以多少弥
补一些。

“因为保单上说，保险事故
发生后要在48小时内报案，我
没敢耽搁，3月23日下午3点
钟左右，就打了他们客服电话，
报了案。”沈女士说。

□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陈龙

本报讯 每次穿过郑州市红
专路下穿中州大道隧道时，龚廷
民的心里是温暖的。毕业7年，
他从一名助理工程师成长为中铁
装备设计研究总院顶管所的副所
长，他负责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
16项国家专利。在2014年，习
总书记视察中铁装备时，龚廷民
还曾作为技术代表受到接见。

2010年，龚廷民大学毕业后
进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设计研究
总院工作。在校时，学的是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对于

“盾构机”一无所知。到单位报到
后，单位给他分配了一位“老
师”——和他年龄相仿的技师赵
云辉，在师傅赵云辉的传帮带下，
龚廷民很快进入角色。

经过7年的努力，龚廷民已
经变成了单位的技术骨干：先后
完成了数十台常规盾构机流体系
统的开发与设计工作；作为项目
负责人完成了流体多功能试验
台、世界首台应用于砂卵石地层
的矩形顶管机、国内首台复合地
层泥水平衡顶管机等项目的研究
开发等。他所参与的项目先后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7项，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9项，发表相关论
文1篇。

在参与的诸多项目中，郑州
市红专路下穿中州大道项目让龚
廷民印象深刻。

“这个项目有四最：世界上断
面最大、覆土最浅、距离最长、隧
道间隔距离最小的矩形盾构顶管
工程，也是国际上首次采用矩形
盾构顶管机进行城市交通隧道施
工的项目。”龚廷民说，该科研项
目分别荣获2015年度中国施工
企业管理协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
奖、2016年中国好设计金奖。

我省财政安排2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913座旅游厕所建设补助

让“第三卫生间”进驻全部景区

16个乡村旅游项目 获千万专项资金扶持

家中失火，“烧”出一起保险纠纷
房屋是否属免责范畴，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对此产生争议

□记者 李岩

核心提示丨家中意外失火，
收拾物品才发现，去年在银行存
的定期存款居然是保险。今年
3月份，遭遇此事的驻马店沈女
士报了案，但保险公司方面既不
拒赔，也不按保单约定的最高赔
付额10万元赔付，只愿意赔偿
3000元了事。

情况究竟如何？大河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对沈女士所诉情况，大河
报记者多次拨打徐经理手机，
但均未被接听。对发去的采访
提纲，徐经理也只回复短信表
示，他们没有拒赔。至于详细
情况，他均以“正在开会”为由，

没有答复。
昨日下午4时，天安财险

24 小 时 客 服 热 线 工 号 为
896381的工作人员受访时表
示，她会给公司相关方面反馈，
尽快作出回复，但截至昨晚8

时，尚无回音。
沈女士说，经过这一场大

火，她家的全部值钱家当基本
都毁了，损失惨重，如果保险公
司不按条款赔偿，那她真的感
觉是“被银行忽悠一回，又要被

保险公司忽悠一回”。
“我并未要求他们一定要

按最高额度10万元赔付，但既
然愿意赔了，总不能才赔3000
元吧？这算按啥标准呢？”她
说。

接到报案后，天安财险方
面一名徐（音）姓经理与沈女士
取得了联系，并到现场进行了
查看。

然而，徐经理的最终答复
让沈女士一家心凉了半截：保
险公司只愿意赔偿 3000 元。
徐经理给出的理由是，按照保
单约定，沈女士家的房屋属于
自建房，属于保单条款中他们

的免责条款范畴。
大河报记者查询河南保

监局官网发现，按照天安财险
的“天赢一号投资型家庭财产
保险”条款，该保险所指房屋
类型只限具有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使用性质以居住为目的
商品房、别墅，但不包含集体
所有制宅基地自建房。室内
附属设施指固定于房屋内部

的主体框架及供水、排水、供
电、供气、供暖设施，但不包括
独立于房屋主体之外的车库、
围墙等设施。

与保险公司方面不同，沈
女士拿出了自家房屋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认
为他们的房屋土地性质并不属
于集体土地，因此与保险公司
的免责条款所指的“集体所有

制宅基地自建房”有根本不同，
“虽然是自建房，但可以认为是
别墅嘛”。

“土地性质不同，说明这不
在他们的免责条款之内。况
且，当时保单上，已经注明了我
们的房屋坐落，就在马神庙街，
保险公司是知情的，也盖章认
可的，应该承保，不应该反悔。”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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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

沈女士家
的房屋属于自
建房,属于保单
条款中的免责
条款范畴。

沈女士:

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房屋
土地性质并不属于集体土
地，因此与保险公司的免责
条款所指的“集体所有制宅
基地自建房”有根本不同。

保险金额10万元愿赔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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