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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把
老旧小区改造写入了2020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
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强力
推进。”发布会上，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副厅长郭风春介
绍，在各地党委、政府的多
方努力下，截至2020年 12
月底，全省2020年完成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76万户，超额
完成省政府下达的50万户
的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

郭风春介绍，目前，全
省2000年底前建成的待改
造老旧小区还有1.4万个，
2001年-2005年建成的待
改造老旧小区还有3000多
个，共涉及居民180多万户。

2021是“十四五”开局
起步之年，我省将继续把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省重
点民生实事，纳入2020年中
央补助支持范围的老旧小
区上半年全部完成改造，纳
入今年中央补助支持范围
的老旧小区6月底前全部开
工、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造，
全年完成改造不少于60万
户。

记者了解到，2020年，
我省共争取国家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补助资金96.5 亿
元，资金规模居全国首位。
全省各级财政克服资金短
缺的难题，从地方财政资金

中安排了补助资金23.2 亿
元，重点用于老旧小区内
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改
造，以及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等方面。

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引
入社会资本，鼓励原产权单
位和管线单位出资参与改
造工作，协调管线单位以最
大的优惠让利群众，吸引金
融机构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发行专项债券，动员居民出
资，多渠道筹集改造资金，
实现资金投入的多元性。
2020年在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中，我省群众出资累计达
到1.5亿元。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我省第一
批谋划了老旧小区改造配
套基础设施项目429个、总
投资已超过60亿元，目前全
部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申
请2021年第一批中央预算
内投资资金。

老旧小区改造要因地
制宜，鼓励创新，充分利用
好自身资源才能把小区改
造好。郑州市陇海办事处
辖区内的紫荆小区亮点突
出，得到群众的拥护。

小区停车不方便？该
小区就利用空闲土地建设
一处立体停车场，满足群众
停车需求。娱乐活动地方
少？小区就利用闲置土地，

建设了面积达1800平方米
的多功能党群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功能室、活动室一
应俱全，充分满足了群众多
样化的生活需求。

此外，该小区利用闲置
社区用房改造了健康驿站、
垃圾分类站、智慧书屋、微
型消防站、超市、健身器材、
电动车棚等配套设施，居民
居住体验进一步提升。“你
看我们小区改得多漂亮，啥
都有，我们再也不用到隔壁
的紫荆尚都遛弯儿了。”业
主刘先生由衷地发出感叹。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
我省强化既有存量用地集
约混合利用和盘活利用，鼓
励小区利用空地、荒地、拆
除违建腾空土地等，增设各
类基础设施；鼓励利用原有
闲置房屋资源，增设各类公
共服务设施。”发布会上，省
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省创新性提出了“四
不一办”政策支持：对利用
小区红线内零星存量土地
建设服务设施的，可不增收
土地价款；改造利用闲置厂
房、社区用房等建设服务设
施的，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
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
性质也可暂不变更。涉及
利用闲置用房等存量房屋
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
可在使用期限内暂不办理
变更用地主体和土地使用
性质的手续；增设服务设施
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积极予以
办理。

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再增60万户+
我省鼓励小区利用原有闲置房屋资源，增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河南13家县级医院升格！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足不出县，在家
门口即可享受三级医院的医
疗服务；在基层医院住院，通
过互联网寻求上级专家会诊，
这个会诊费可以报销……1
月15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0年
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系列
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单位
的负责人通报了2020年县域
医疗机构的种种利好措施。

按照医院功能、任务不
同，我国的医院为一、二、三
级。一般来说，省级医院和市
级重点医院是三级医院，县级
医院很少有三级医院。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

医管处处长李红星说，根据
《河南省三级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2020-2025年）》，河南专
门预留出 70 个名额用于县
（市）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及
妇幼保健院升级为三级医院，
截至目前，河南省已经有13
家县级医院升格为三级医院。

据了解，这13家医院分
别是：滑县人民医院、汝阳县
人民医院、镇平县人民医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太康县人民
医院、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襄城县人民医院、泌阳县人民
医院、平舆县人民医院、浚县
人民医院、永城市人民医院、
光山县人民医院、息县人民医
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周雪轲 毛淑婉

“我们小区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私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老旧小
区改造以后，现在小区电线规整、管网通畅、道路整洁，完全跟换了一个小
区一样，很多业主搬走后又回来了。”在郑州市管城区紫南办事处紫荆山
南路171号院，住在这里20余年的侯师傅感慨地说。

该小区是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一个缩影。1月15日，记者在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2020年12月底，全省2020年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76万户，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2021年，我省将继续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省重点
民生实事，再改造60万户以上。

本报讯 远程会诊、远程
复诊……最近几年，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级医院
信息化技术的完善，通过互联
网看病已逐渐成为常态。

那么，互联网看病所产生
的费用，医保报销吗？

河南省医保局副局长王
峻峰说，2020年，省医保局、
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了《关
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
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
设立“互联网+”医疗服务线上
项目，明确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与医
保支付范围内线下医疗服务
内容相同，且执行公立医疗机
构收费价格的，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比如：“互联网＋”会诊、
复诊。属于全新内容的“互联
网+”并执行政府调节价格的

基本医疗服务，综合评估后，
根据医保支付能力，将符合要
求的“互联网＋”按规定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

此外，王峻峰介绍，为推
进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
促进分级诊疗体系有序形成，
有效降低参保患者外转率，逐
步落实“基层病留在基层治”，
河南省医保局经与相关部门
研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
会同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出台
了相关规定，明确各地遴选不
少于 100 种病种，制定本地
《医疗保险大数据病种分组付
费分级诊疗病种目录》。全省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收治此病
种目录内病种的，均实行同病
同标准，参保患者和医保统筹
基金按规定结算。

“互联网+”
部分医疗服务费纳入医保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 告
为保障全省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畅通，解决影响货车通行

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全省道路违规设
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河南省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管理制度（实行）》，对道路限高限
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和规范。

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反映违规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线索，反映电话：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
河南省道路违规设立限高限宽设施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地处郑州市二七商圈黄金
旺地，粤海酒店商场旺铺诚意
招租，临德化步行街，面积约
2600-3000平方米。

有意者抢询：
60308888-8218
15515555798王经理
18339821183李先生

旺地商场招租

竞价公示
河南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属机西互通区、连霍高速、郑民高速、新阳高速部分广告点位

及信阳地区安全岛灯箱建设租赁招商项目于2021年1月15日上午9时整在郑州市中原路93号2楼
会议室举行了公开开标会议，经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推荐各路段中标候选人为:

一、机西互通区一标段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速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连霍高速二标段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速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连霍高速三标段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河南仟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新阳、郑民高速四标段部分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郑州爱高广告有限公司
五、信阳地区安全岛灯箱五标段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信阳市亿丰广告有限公司
六、连霍高速六标段广告点位建设租赁招商项目 中标候选人：商丘嘉盛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清退质保金公告
我公司因清理债务需要，需对已完工到期的工程质保金进行清理，请涉及到的

公司联系本公司办理退款业务。

1.办理时间：2021年01月18日至2021年01月29日，工作日期间办理，逾期

未来办理我公司将做销账处理。
2.办理地点：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六大街和新一大街交叉口河南省烟草公司信阳

市公司。联系电话：0376-6906205。
特此公告

河南省烟草公司信阳市公司
2021年01月14日

名 称

光山县锦绣珠峰广告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晨鸣防水工程部

信阳中星电影城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飞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奥信建筑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众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计算机有限公司

广东名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信阳浉河区富达家电商行

金额（元）

1960.00

1000.00

2110.00

2300.00

3698.00

14467.50

2696.50

16406.00

6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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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2020年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76万户，今年
再改造60万户以上

鼓励创新，充分利用自
身资源改造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