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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招车工、数控、学杂工数名。

班经理15638856676

出租招租

●某单位金水区纬三路15号
有空房110平方米，现对外

招租，可做餐饮培训办公，

价格面议13803717657吴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声明

●刘瑞祥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学号201648010211特此声明
●焦利辉，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行政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127811200
706001378，声明作废。
●唐敬儒,不慎遗失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
毕业证,编号14333120150503
1530;管理学学士学位证,编号
1433342015001503，特此声明
●编号为P411226898,姓名郑
正天，出生日期为2015年11
月2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刘利杰（41112319840602504
2）游超杰（411123198701302
014）购买漯河御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恒大名都项
目4号楼1单元302房的编号
为3002676的收据（金额3647
07元）丢失，声明作废
●李灵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
书编号104845201205070475，
声明作废。
●孟咏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科技档案管理专业专科毕
业证丢失，证书编号002990，
声明作废。
●江长英，女，身份证号：41
2724197212052160，就业失
业登记证编号：4101020014
002557，已丢失。

●郑州爱窝儿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丢

失证号：G10410105028434
10B，声明作废。
●路达公司豫ATR929叶绪川营
运证副证丢失证号089631作废

●陈咏华长春师范学院中文专
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

号：940940022，声明作废。

“一天100元补助，数目
不小了，即便子女没有时间
陪护，也可以找个护理了。”9
月27日，第一个办理好许昌
市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
母住院护理扶助手续的朱慈
灵，高兴地对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说，“这个政策切实
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感谢政
府。”

朱慈灵今年67岁，家住
许昌市许继大道延中小区。
他老伴阎金花，今年66岁，
他们的独生女儿今年 38
岁。听说政府对60周岁以
上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
住院护理扶助，他们俩早早
就来到了许继社区，第一个
办理了住院护理扶助保险保
单。

9月27日上午，许昌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许继
社区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实施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住院
护理扶助政策。许昌市卫计
委副主任李银鹏、慕小燕出
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了记
者提问。

记者提问：为什么说该
扶助政策是全省第一、全国
率先开展？李银鹏副主任表
示，在住院护理扶助方面，外
省市虽然在前些年已经开
展，但都是针对的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也就是独生子女
死亡或三级以上伤残的家
庭。许昌市是在借鉴外省市
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的基
础上，首次将扶助范围扩大
到独生子女家庭，对60周岁
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
庭进行住院护理扶助，所以
说是全省第一、全国率先开
展。

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住院
护理扶助，是指由政府为60
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和
女方年龄在49周岁及以上
的特殊家庭父母购买商业保
险。

目前，许昌市符合该条
件的人数有近4.6万人。今
年，政府财政每人拿出210
元给他们购买商业保险，用
于住院护理扶助，政府购买
保险一年的总支出近1000
万元。慕小燕副主任说，住

院护理扶助保险所需资金由
市、县（市、区）两级按照1∶1
比例分担，分别纳入各级财
政预算，由财政部门按照实
际参保人数据实拨付。住院
护理扶助对象不需要承担保
费。

当扶助对象生病住院
时，由当年中标的保险公司
根据实际住院天数，为扶助
对象支付一定的住院护理费
用。按照扶助标准，独生子
女父母每人每天100元，一
年累计不超过60天；特殊家
庭父母每人每天150元，同
样也是一年累计不超过60
天。

住院护理扶助对象，需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
扶助对象须具有许昌市辖各
县（市、区）城乡居民户籍。
二是扶助对象须在1933年1
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独生
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失独
家庭或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女
方年满49周岁。三是扶助
对象自1973年以来没有违
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育且
现存一个子女（包含依法收
养的）而且已领取《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或子女死亡现
无子女，或独生子女伤残级
别达到三级以上的。

全国各地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

1.如何领取
根据《许昌市60周岁以

上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
住院护理扶助办法（试行）》
规定，住院护理扶助保险从
2018年 5月7日开始执行，
2018年5月7日之前住院的
不能报销。

扶助对象要在9月18日
—9月30日期间，持本人身
份证、户口本和领取计划生
育奖扶资金的银行卡，到申
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或
特殊家庭特别扶助地的乡
（镇、办）或社区卫生计生部
门，签订住院护理扶助保险
保单。只有这样，才能确定
接受住院护理扶助保险。

扶助对象出院后，向所
在县（市、区）的太平洋人寿
保险公司提出扶助申请，统
一提交申请材料。包括申请
人身份证，户口本（若委托办
理，同时提交委托人身份
证），银行卡或存折等资料原
件、复印件；加盖医疗机构公
章的费用结算票据、费用清
单、病历复印件，以及异地就
医转诊手续、疾病诊断证明、
出院小结原件或加盖医疗机
构公章的复印件。

由于目前保单签订工作

尚未结束，而保险公司需要
统一为全市的扶助对象建立
电子档案，因此扶助申请的
接收将从 10 月中下旬开
始。2018 年 5月 7日至 10
月住过院的扶助对象，也可
在正式接收扶助申请时递交
申请材料。太平洋人寿保险
公司受理扶助对象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经审
核不符合条件的，将以书面
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经审核符合扶助条件的
扶助对象，太平洋人寿保险
公司在20个工作日内，将扶
助金发放至扶助对象指定账
户。

2.如何界定“许昌户籍”
“许昌户籍”是指“许昌

市辖各县（市、区）城乡居民
户籍”。李银鹏副主任说，外
地迁入许昌市的城乡居民，
必须迁入许昌市连续居住5
年以上，且未在原户籍地享
受同类型扶助，户籍由外地
迁入许昌市的时间以公安部
门认定的迁入时间为准。迁
出许昌市的城乡居民，养老
金仍在许昌市领取，且未在
现户籍地享受同类型扶助，
纳入许昌市扶助范围。

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迎来
好消息，该类人群将享受到
政府的住院护理扶助惠民政
策。

目前，许昌市符合该条
件的人数有近4.6万人。今
年，政府财政每人拿出210
元给他们购买商业保险，用
于住院护理扶助，政府购买
保险的费用近1000万元。

据悉，许昌市对60周岁
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
庭住院护理扶助，在全省是
第一家，开启了全国的先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杜文育 文图

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每人每天补百元
许昌在全国率先为60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父母购买商业保险

许昌市民排队签约

关于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
住院护理扶助手续

虽然全面二孩时代已经
到来，但独生子女及家庭在
我国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
体。最早一批独生子女父母
目前已年逾六旬，独生子女
家庭面临的看护压力与日俱
增。

为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
权益，自2016年河南首次出
台护理假以来，目前先后已
有包括福建、广西、湖北等在

内的 9 个省份，以地方立法
或行政规章的形式明确了护
理假。

目前，各地护理假通常
在 15 天左右。今年 7 月底，
河南修改了相关条例，将护
理假时长修改为“不少于20
天”；四川、湖北、黑龙江还给
予非独生子女每年不超过7
天的护理假，陪护期间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

许昌一对老夫妻
办好住院护理扶助保险
保单

财政每年支出近千万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