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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 2017：你关心的十大民生实事
开栏的话

实事

1

民生实事，不仅在“文件”里，更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连续多年，河南省委、省政府问计民生，对老百姓反映最强烈、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件件落实到位。
2017 年已经过去，去年的十大民生实事落实情况如何？1 月 12 日起至 18 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将连续举办 10 场新闻发
布会，邀请各个相关厅局负责人回答落实情况。即日起，本报推出“问计 2017：你关心的十大民生实事”系列报道，通过鲜活的案
例、扎实的采访呈现老百姓的“获得感”。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对于困难群众来说是“雪中送炭”

46 万账单他报销了 91%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作为河南省 2017 年十件
重点民生实事之首，
“全面落实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对于我省的困
难群众来说，这是“雪中送炭”，让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群众实现精准
脱贫。
1 月 12 日上午，河南省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2017 年河南省十件重点
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我省“全面落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这件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
“住院花了将近三万块钱，个人只
需要支付 2290 元，91.9%的费用都能
报销。”前不久，在新郑市人民医院，办
理结算手续的王女士拿到账单非常吃
惊，她说，自己因为肾功能不全入院治
疗，医疗费总共 28380.91 元，其中医保
支 付 2.6 万 多 元 ，个 人 只 花 了 2290
元。以前看病只能报销一半左右，现
在几乎全部报了。
去年，
河南启动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制度后，
受益的不止王女士一家。截至
12 月底，全省 70.76 万人次享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待遇，
政策范围内报销水平
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基础
上，
平均提高了10.89个百分点。
“家里的老人因为癌症住院治疗，
家里借了几万块钱给老人治病，在结
算 时 发 现 2000 多 块 钱 就 可 以 出 院
了。”在周口市中心医院，张永丽办理
完出院结算后，拿着退回来的 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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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再度来袭
全省发布橙色预警
小尚，困难群众，患白血病
医疗费总共 46.41 万元
合计报销 42.26 万元
实报比例达 91.06%

元，非常吃惊。在经过医保部门的相
关人员介绍后，才知道我省已建立困
难群众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截
至 12 月底，全省已经有 860 万困难群
众进入大病补充保险数据库。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
了一个重特大疾病的报销案例，来自
临颍县的困难群众小尚，因患白血病，
2017 年住院累计花费 46.41 万元，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至封顶线 15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 18.44 万元，大病
补 充 保 险 报 销 8.82 万 元 ，合 计 报 销
42.26 万元，实际报销比例达 91.06%。
在结算住院费用时，小尚的父亲不停
致谢工作人员，
“感谢好政策救了我家

孩子。”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
度对四类群体进行保障，分别是：参加
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困境儿童。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人社厅副厅
长郑子健表示，困难群众的住院医疗
费用、规定的门诊重特大疾病和门诊
慢性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报销后，由大病补充保险对合
规自付医疗费用再次给予报销。也就
是说，困难群众大病就诊比普通市民
多了一重保障。

城镇新增就业 144.21 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131.1%

2 就业不困难 生活才安心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上午，河南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17 年河南省十
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
会，公布
“城镇新增就业 110 万人”的落
实情况。
省人社厅副厅长李甄说，去年，我
省圆满完成“城镇新增就业 110 万人”
各项目标任务。2017 年，全省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 144.21 万人，完成全年任

务的 131.1%。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43.98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7
万 人 ，去 产 能 职 工 分 流 安 置 32386
人。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均全面
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在落实城镇人口就业时，我省探
索出“河南经验”，全年共开展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 339 万人次，新培养高技能
人才 16.1 万人，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
出台《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创造了
职业培训
“河南经验”。

同时，重点落实高校毕业生等重
点 群 体 就 业 。 2017 年 ，我 省 共 帮 助
47.86 万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
总体就业率 92%以上。
另外，抓创业带动就业也成为我
省就业工作的亮点，新增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08.47 亿元，扶持 10.53 万人自
主创业，带动和吸纳就业 34.12 万人。
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22.65 万人，带动
大量农民工就业。

月薪 2600 元~3200 元
河南的老板招人给出这样的待遇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新的一年，你对工资待
遇有哪些期待，提出多少薪酬才是企
业愿意承受的范围？昨日，河南省人
才交流中心公布去年四季度河南人才
市场分析大数据显示，各地用人单位
所给付的月薪普遍提升，四季度平均
招聘月薪在 2600 元~3200 元。
据统计数据显示，各地用人单位
所给付的月薪普遍提升，去年四季度
平均招聘月薪在 2600 元~3200 元，同
比约增长 6.8%。

大数据显示，在去年四季度“全省
十大热门行业”中，制造业占总需求
的 17.24%，居行业需求首位。特别是
装备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造业等
传统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呈现上
涨态势。
分析显示，在十大热门行业中，除
制造业外，其余九个行业都来自于第
三产业，贸易、批发和零售业、教育、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
等服务业占十大热门行业需求总量的
82.76%，这些行业的岗位需求在不断
放大，就业占比呈上升趋势，成为创造

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力量。
从用人单位职位需求看，六成以
上用人单位职位需求集中在市场营
销/公关/销售、普工、计算机/互联网/
电子商务、技工这几类职位，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其职位需求量均有所增
长。其中，洛阳、鹤壁、许昌等地制造
业中技工、普工需求增幅比较明显。
南阳等部分地市虽然电商行业起步
较晚，但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相关
领域的迅速发展，南阳电商行业人才
需求不断增长，面向毕业生释放大量
就业机会。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根据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预测，1
月 12 日至 17 日，全省面临一次时间长、污染
重、影响大的重污染过程，目前，全省各地按要
求都已启动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基于近日来袭的重污染过程，1 月 12 日上
午，
省环保厅召开1月份环境预判会，
对未来空气
质量进行分析预判，
对预警期间工作进行部署。
“进入 1 月份，受到降水增湿和雪后有利于
逆温形成等因素影响，12 日至 17 日，全省要经
历时间长、污染重、影响大的一次污染过程。”河
南省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玲玲
说，12 日至 14 日是积累过程，主要为本地污染
物积累，15 日、16 日两天会出现污染物集中爆
发期，尤其是 16 日，受到本地和省内外传输影
响，
污染可能加剧。
此外，根据预测，1 月下旬至 2 月初，我省还
会经历 2 次污染过程，分别是 21 日至 25 日及
29 日至 2 月 5 日。
为应对此次污染，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焦
飞要求各地要重视预警工作，加强重污染天气
分析预判，及时启动应急和相应的措施，此外，
要求预警期间各地严格落实各项措施。

汽车站上门售票
票价还能九折优惠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上门售票、不收服务费，票价还能
打九折优惠……昨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
解到，已全面启动汽车票上门售票服务，包括
中心站在内的 7 个汽车站，将依据东西南北和
各个汽车站的方位，分别赶赴全市各大专院
校、工地和企业上门售票，以最大限度方便学
生和务工人员购票。
据了解，上门售票期间将全面实行票价九
折优惠，并预售十日内郑州交运集团各汽车站
车票，团体票可上门送票，同时对于团体客户
还将实行送车上门，最大程度方便旅客出行。

郑州外迁和改造
批发市场 230 多家
腾出城区土地 3 万多亩

□记者 王磊 丁倩 魏朝林 实习生 贾永标
本报讯 昨天下午，郑州市市场研究院发布
《郑州市专业批发市场发展报告》和《郑州市农
贸市场发展报告》。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共完
成外迁和改造提升专业批发市场 230 多家，腾
出城区土地 3 万多亩。
《报告》显示：郑州市政府规划的“一区两
翼”12 家市场外迁承接地已经全部开工建设，
部分区域已建成，投资总额超 510 亿元，开建总
面积 1605 万平方米，建成总面积 1107 万平方
米，开业总面积 649 万平方米，入驻商户 4 万余
家，
解决就业 13 万多人。
未来，郑州将形成华南城等 10 个以上千亿
级市场集群，市场集聚效应和转型升级效果初
步显现，郑州在全省乃至全国大局中的地位、辐
射力、影响力和美誉度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