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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每个街道都将建综合养老中心
养老“大礼包”还包括 3000 户至少有 10 张养老床位，建设补助最高 100 万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文图
料设施覆盖全部城市社区和 60%以上
的行政村。

居家养老服务站涵盖吃穿住行娱

在郑州市漓江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7 月 11 日，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悉，近日，郑州市财政
局、郑州市民政局联合印发了《郑州市城乡养老照料设施建设
资助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重点从设施布局、照料设施分类管
理和建设标准、设施扶持标准、设施设置规范和服务功能四个
方面规范城乡养老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要求 3000 户
至少有 10 张养老床位，每个街道将建综合养老中心。

每个街道都将建综合养老中心
《办法》规定，总户数超过 3000 户
的社区（行政村）应至少设立 1 处床位
10 张以上的养老服务中心或日间照料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半径超

分类广告

过 500 米，行政村养老服务中心服务
半径超过 1000 米，应在所辖住宅小区
或自然村配建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米
的居家养老服务站。
到 2020 年底，每个街道至少建设
1 所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照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

生活服务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求职

●招聘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家教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分类广告

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装修装饰

●设计施工
●照明亮化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分类广告

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抵押贷款

●法律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
可
多用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66669222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软件网站
●网站搭建、
托管推广56683330

声明
●本人赵刘营，
失业证丢失，
失业证号：
41010500140
04553，
声明作废。
●王建设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遗失证号089453声明作废
●汝州市鼎祥燃气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土地权利人：
张金辉，
土地
证号（郑国用2005JS13033）
相对应的土地他项权证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省和平建设有限公司承
建的延津县盛世华府居住小
区2#、
6#住宅楼工程，
所交
纳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收据
（伍万元）不慎丢失，
特此
声明。
●河南正阳农牧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国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周口分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160035612
12683）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保福利维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
006999768740），
丢失已
作废增值税专用票一份（三
联次）发票代码4100142140，
发票号码01008045,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博艺不锈钢制
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号：
41010560064153
9，
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信基冻品大世
界徽江冻品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
注册号：
4101086
00460066，
声明作废。
●土地权利人：
周珍娜，
土地
证号：
郑国用（2007）第JS
6719号所对应的土地他项权
证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寻找尸源
●2017年06月05日晚08时许，
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158
号院门口发现一无名男尸，
约50岁左右。黑白相间头
发长约10厘米，
身高177
厘米，
上身穿灰色方格西
服，
下穿灰色大裤头。金
水路分局杨警官17803822092

养老服务站主要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家政、助餐、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
部分服务。

建设补助最高百万

在养老照料设施分类管理和建设
标准方面，
《办法》按照建设区域、规模
《办法》规定：对县（市、区）及乡镇
大小及服务内容不同，把城乡养老设
办政府建设的公办养老服务中心，按
施分为三大类，即综合性的社区养老
照自建和改建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6 万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和
元和 3 万元的建设补贴，对社会力量建
居家养老服务站，实现养老照料设施
设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按照自建
的分类管理。
和改建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9000 元和
根据其规定，综合性社区养老服
6000 元的建设补贴。
务中心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日间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居
照料中心按照《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家养老服务站根据面积及规模大小给
中心建设标准》
（建标 143-2010）的规
予建设补助，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 300
定最小不少于 750 平方米，居家养老
平方米以下的补贴 10 万元，面积每增
服务站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
加 100 平方米增加补贴 5 万元，最高不
《办法》要求：综合性的养老服务
超 过 100 万 元 。 配 置 一 般 大 额 设 备
中心是为老年人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 （无障碍电梯、空气能热水器等）可申
务的社会养老服务设施，采取小区嵌
请配置设备补贴。
入式设置，辐射周边社区，提供涵盖机
养老服务中心收住老人的，按照
构照料、社区照护、居家护理的一站式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标准执行。社区日
综合型服务（又称嵌入式养老院），主
间照料中心（托老站）或居家养老服务
要为老年人开展信息管理、居家助老、 站根据面积及规模大小给予运营补
社区托老、专业支撑、机构养老、技能
贴。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 300 平方米
实训等服务。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 以下的每年补贴 1 万元，面积每增加
主要为老年人开展信息服务、科普教
100 平方米增加补贴 5000 元，最高不
育、文体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居家
超过 10 万元。

中原“地矿云”建设总体设计通过专家评审

点点手机，
专家帮你鉴定珠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王小培
本报讯 想鉴定珠宝，拿起手机
进行简单操作就能请来专家帮忙；
畅游省内各大地质公园，同样拿起
手机就能知晓您脚下的土地和周边
环境在数万年前是怎样的面貌。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7 月 10 日获
悉，中原“地矿云”智能系统已于当
日通过了专家组鉴定，待 2019 年 1
期项目建设完成后，上述便民服务
便可成为现实。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
（下简称省有色金属地矿局）局长王
建平介绍说，中原“地矿云”智能系
统以河南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为依托，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
云 计 算 等 ，催 生“ 互 联 网 + 地 矿 服
务”，以助推地矿大数据、智慧矿山、

智能勘查等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
得到发展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
在 7 月 10 日举行的专家评审会
上，这一平台建设的构想通过了专
家评审。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
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汪民表示，该
平台有助于地矿这一专业性较强的
行业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为群
众带来更多便捷。
省有色金属地矿局首席专家程
广国教授介绍说，待 2019 年项目 1
期建设完成后，百姓通过手机便可
获得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综合利用
研究院及河南岩矿测试中心专家关
于珠宝玉器的鉴定指导。在推广期
平台会免费为公众提供服务，在后
续进行收费时，
价格也相对低廉。

舞阳县供电公司
打造安全管理
“微”
模式
舞阳县供电公司积极探索“互
联网+安全管理”模式，他们充分利
用手机微信群方便、快捷、高效的特
点，建立安全生产微信群，定期群发
工作微信，进行安全监督、应急管理
等。他们把生产任务安排、施工现
场督察、施工现场措施提醒及安全
规程、安全事故快报学习等各项内
容，通过微信群定期发布，传输现场
图片、文字、
“ 两票”信息等，使群内
人员及时了解现场安全状况，工作
动态，并进行点评，提醒工作人员注

意安全。
他们还开展随手拍活动，由安
全员及时将现场发现的违章隐患以
图文形式在线发布，展示工作内容，
通过违章案例分析、安全讨论，编写
安全宣传短信、警示语，打造线上微
课堂。微信群为一线生产人员安全
作业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真正
实现了全员参与、多点互动、多方监
控，推动安全生产管理走进“微时
代”
。
（薛俊锋 胡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