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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6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9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电力公
司牵头负责的2019年重点民
生实事“持续推进农村电网改
造”任务已圆满完成，我省农
村地区供电能力进一步提升，
脱贫摘帽和迈向小康从此有
了充足动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副
总经理陈红军在发布会上表
示，在安排年度电网建设改造
资金和项目时，省电力公司特
意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扶持
力度；在推进项目实施中，逐

一建立村庄台账，精准过程管
控，严抓工程质量，开展督导
检查，确保进度和质量可控在
控；推广工厂化预制、机械化
作业等施工新模式，提升施工
效率和工艺质量；将工程是否
通电运行作为竣工验收的否
决性指标，按月集中核查，确
保工程竣工后及时投运、尽早
发挥效益，切实惠及民生，“一
年来，共完成3000个电网薄
弱的行政村电网改造，投资36
亿元；新建改造10千伏及以
下线路1.46万千米，新建改造
配变台区1万个；村庄的10千
伏户均配变容量由改造前的

1.35千伏安，提升到2.62千伏
安，增长近一倍；村庄内380
伏供电线路的导线截面积由
50平方毫米增加到120平方
毫米以上，供电线路的最大输
送功率提升70%。”

据悉，截至2019年底，农
村 电 网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99.8%（国家要求99.8%）、电
压合格率达到99.7%（国家要
求97.9%）、户均容量将达到
2.4千伏安（国家要求2.0千伏
安），全面完成国家要求的“两
率一户”目标任务。电网改造
后行政村内的电网供电能力
和供电质量大幅提升，满足了

600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
全可靠用电需求，消除了用电

“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
题，有力服务了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显著改善了农村民生。

陈红军表示，下一步，省
电力公司将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践行“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坚持问
题导向，继续加大电网投入，
2020年完成供电质量和可靠
性不高的3000个配电台区改
造升级，提高农村电网安全可
靠供电能力，提升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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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21个县市
农村告别“脏乱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张高沿

关键词：四美乡村
千余示范村
成为“四美乡村”

2019 年，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被列入省重点民生实事，要
求高质量打造1000个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完成300
万户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

据悉，2019年以来，我省
选取1000多个不同类型的行
政村，围绕“四美乡村”建设任
务，通过持续深入整治，85%
以上的县市建成了城乡一体
化保洁机制，90%的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乡镇政
府所在地等5类村庄的生活
污水排放得到有效管控，农民
群众清洁卫生意识不断提
高。经过一年的创建，所有示
范村都达到了环境美、田园
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
村”标准，成为全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示范标杆。

关键词：农村改厕
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305万户

农村改厕工作涉及千家
万户，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
程。截至2019年12月底，我

省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305万户。

在改厕模式上，我省按照
简单实用、成本适中、群众乐于
接受的原则，积极探索“小三
格+大三格”、粪污集中处理、
草粉生态式等适合当地的改
厕模式。树立“三分建设、七分
管护”的理念，做到设施坏了有
人修、管道堵了有人通、粪污满
了有人淘，确保厕所正常使用。

关键词：农村生活垃圾
河南121个涉农县市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全达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总经
济师马耀辉介绍，截至2019
年年底，列入2019年省重点
民生实事的45个县（市、区）
配备保洁员10.4万名、管理人
员6445名，村庄保洁员配备
占比达到2‰以上。

谈及未来规划，马耀辉告
诉记者，我省将在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
夫。到2020年底，城市近郊区
等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基本
实现收运处置体系覆盖所有
行政村、90%以上的自然村组；
到2022年，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建设覆盖范围进一
步提高，并实现稳定运行。

1月6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121个涉农县
（市、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全部完成。
截至2019年 12月底，河南完成人居环境示范村建设
1287个，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305万户，全面完成
了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600万
百姓受益

河南3000个电网薄弱行政村完成改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实习生 张美君

简化申请流程 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019年全省21215名
0~6岁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去年全省21215名
残疾儿童获康复救助

省残联副理事长吴宵在
发布会上介绍，0~6岁是儿
童发育的关键时期，0~6岁
残疾儿童康复被称为抢救性
康复，对改善残疾儿童未来
的生存状况等具有重要意
义。

2019 年，我省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的目标任务是
为不少于1.8万名0~6岁视
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提供康复救助。省残联与卫
生健康、财政、民政、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
障、扶贫办等部门协作配
合，圆满完成任务。

为确保贫困家庭残疾儿
童应救尽救，扶贫部门会同
当地残联通过精准识别比
对，2019年共比对出2672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残疾儿
童并实施了康复救助。

推进措施有哪些？吴宵
表示，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配套措施、强化基层基础、
加强监督、加强宣传引导
等，缺一不可。

比如，在完善配套措施
方面，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与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
制度有效衔接。省医保局将
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先进行医保支付，
再由救助资金补助；将听障
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纳入我
省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范
围，并调整提高了限
额标准。各
级 残

联会同卫健、民政等部门确
定首批定点康复机构444
家，成立专家技术指导组，
并将各机构服务项目、地址
等在省残联网站进行了公
示。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全省累计投入
资金29565.329万元。

在强化基层基础方面，
我省对所有县（市、区）的
210名经办人员进行了系
统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
策及信息管理平台培训，并
将经办人员信息在省残联
网站进行公示，为残疾儿童
家长了解申请相关信息，就
近就便申请康复救助提供
便利。

申请流程简化
有困难可委托申请

“以前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以项目实施时，申请要经
过村（社区）、乡镇（街道）、
县残联，时间较长，新的救
助制度实施以来，进一步简
化了监护人申请流程，资料
齐全的话，一般不超过10
日。”吴宵介绍说，监护人可
直接向县级残联申请，或通
过“中国残疾人服务平台”
网上直接申请；可以向儿童
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申请，
享受户籍所在地救助政
策；也可以向居住
证 发 放 地
县

级残联申请，享受居住证发
放地救助政策。

对于申请确实有困难
的，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委托
他人、社会组织、社会救助
经办机构等代办申请事宜。
残疾儿童监护人可以根据
自己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定
点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

另据省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实施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工作中，通过免费
产前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
等措施，将“关口前移”，防
患未然，最大限度减少对个
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吴宵表示，通过实施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这一民生
实事，让“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的理念更深入人心，
让更多残疾儿童和家庭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助力
脱贫攻坚，也实现了我省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由项目实
施向制度化保障的转变。

据悉，2020年，我省要
基本实现动态意义上的残疾
儿童应救尽救，到2025年，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
更加完善，儿童康复服务供
给能力显著增强、服务质量
和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残疾
儿童普遍享有基本
康复服务。

1月6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19年重点民生
实事落实情况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通报“实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9年底，全省21215名0~6
岁各类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17.86%，全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均已完成或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今年，要基本实现动态意义上的残
疾儿童应救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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