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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南 宜居乡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面观·永城篇

记者感言

视觉 新闻

走走基层基层 转转作风作风 改改文风文风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用人单
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
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
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不按规定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将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对用人单
位处以应缴养老保险费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处 五 百 元 以 上 三 千 元 以 下 罚
款。这是记者 12 月 8 日从省人社

厅获得的消息。
随着《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

施及各项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全
省社会保障网络覆盖规模不断扩
大。据统计，目前全省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已覆盖 1200 多万人。
但一些地方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工作中也存在着瞒报漏报职工人
数、执行政策不统一、审核不规范
等问题。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省
人社厅日前专门下发通知强调，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用人单位应当

自注册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
业执照、登记证书、企业代码证书
等有关资料，向注册地养老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
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职工应缴
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为
申报。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且
未缴纳养老保险费，或因瞒报漏报
职工人数、缴费基数等事项而少缴
养老保险费的，经办机构应及时编
制基本养老保险费滞后补缴计划，
并自应缴月份的次月 1 日起收取

滞纳金或利息，到一定时间仍不能
补缴到账的，还将按照《社会保险
法》规定处欠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

为确保缴费政策的一致性，
省人社厅强调，参保单位应如实
申报单位工资总额和职工个人工
资收入，并以上年度本单位工资
总额作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单位工资总额低于本单位
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应以
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缴费

基数。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
职工养老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
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
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
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
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
告知本人。参保职工发现用人单
位未按时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
理 ，或 申 请 调 解 、仲 裁 和 提 起 诉
讼。③7

12 月 7 日，记者在襄城县张庄
移民村的温室西瓜大棚内看到，这
里采用一根藤一个瓜的栽培方式，
空中悬挂生长，不与地面接触，瓜
体玲珑，碗口般大小。因为瓜瓤
红、橙、黄相间，宛若彩虹，故名“彩
虹西瓜”。

“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西瓜！
一定要带回去几箱，让亲朋好友也
尝尝南水北调移民种出来的玲珑
果儿。”一名在大棚里流连忘返的

郑州游客说。
张庄移民村支书张伟忠告诉

记者，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该
村历史上曾六次搬迁，村庄的不稳
定状态也影响到经济发展水平。

自 2011 年 8 月份从丹江口库
区淅川县搬到新家后，村“两委”对
全村的土地进行了流转，成立了襄
城县大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占
地 106 亩的 16 座温室大棚里，引进
了河南农业大学优选培育出来的

“彩虹西瓜”。
“彩虹西瓜”口感酥脆细嫩，市

场零售达到 10 元一斤，今年一上

市，就被郑州和附近市县商家抢购
一空。张庄村今年集体收入 30 万
元，温室大棚项目收入已经占到了
26万元。

在“彩虹西瓜”的带动下，张庄
大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断发展
壮大。走在连片的蔬菜大棚里，圣
女果红里透紫，辣椒碧绿泛亮，西
蓝花排成了行，雪里蕻挤成了堆，

个个长势喜人。
不仅仅大棚项目效果喜人，张

庄村目前多个产业全面开花。结
合村子的实际条件，休闲观光农业
已初具规模，食品加工厂、大酒店、
夕阳红老年公寓、大型超市和门面
房等都正在建设。

随 着 这 些 项 目 的 建 成 和 运
营，移民户不仅每年有地租收入，

还可以到村里的公司打工，基本
上实现“人人有活干”的目标。目
前，村集体承担了村民的物业费、
新农合参合费等，年底还给全村
百姓分红。

“俺村的几个项目全建成后预
计村民人均年收入可达 1.5 万元，
移民群众的日子会越过越美。”张
伟忠高兴地告诉记者。③11

见惯了徽派的粉墙黛瓦马头
墙，彰显汉文化风格的“灰瓦、白
墙、红腰带”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12 月 7 日，永城市演集镇韩寨
村，青青麦田似绿毯，房前屋后百
果园，白墙灰瓦的农居错落有致地
散落其间。尤为醒目的是，每栋房
子的四周，都整齐地刷上一道鲜艳
的红漆，宛如汉服的镶边。

“这算是永城汉兴之地的一种
符号象征。”永城市委新农办主任
李世军说，永城之所以被称为“汉
兴之地”，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兴起
之地便在永城的芒砀山。

“秉承汉兴之地的文明传统，
永城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中，巧妙
融入浓浓的汉文化，大大激发了农
民的主动性。”永城市委农办副主
任曹丽表示。

谁家环境搞得好，看看门口的
“星星”就知道。在陆楼村，群众自
发组成“美丽乡村建设理事会”，26
名理事会成员每个月 20 号集体逐
户巡查，现场拍板，好的加星，差的
减星。

“连续 3 次被评为‘十星级文
明户’，就能挂上流动红旗，谁来串
门都高看一眼呢。”村民丁美荣笑
得很开心，作为村里第一批挂上流
动红旗的光荣户，为保住这份荣
誉，她家门口每天能扫三遍。

在茴村镇南街村的“书法二
巷”，66 岁的农民书法家杨峰正在
雪白的墙壁上泼墨挥毫，十几分钟
工夫，一幅“房路改旧貌，门庭换新
颜”的楷书跃然墙上。不远处，几

位村民正挨家挨户，顺次赏读书法
巷墙体上一幅幅各具特色的书法
作品。

见记者有些吃惊，茴村镇党委
书记王作云解释道：“茴村是远近
闻名的书法村，农商为养生，笔墨
以娱情，全镇 5000 多人，1000 人常
年习练书法，涌现出 7 位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

借助村民这一雅好，村里鼓励
农民书法家将作品从自家纸上搬到
公共墙上，房前屋后，翰墨飘香。“抬
头都见自个书写的文明诗词，谁也
不好意思不讲文明。”村支书杨海春
笑着说，“现在写在墙上，日久天长，
文明之风就将印在心头了。”

华夏礼仪之风熏陶下，改善农
村居住环境正成为永城农民的自觉
行动，全市718个行政村已有586个
基本达到了“三无一规范”的阶段
性要求，占总行政村数的 81.6%。

好环境搭配好风尚，永城家家
尊老爱幼，美满和睦，还被授予“中
国长寿之乡”。在不到 300 人的陆
楼村，90 岁以上白发苍髯的老人
就有 5 名。迎面而来的村支书杨
永奎已过古稀之年，依旧面色红
润，声如洪钟。“俺在陆楼算是‘年
轻人’。”杨永奎笑着说。

太丘镇黄桥村在旧房改造、危
房拆迁中，不少老人筹不够钱盖新
房。村两委就多方筹资，盖起 66
户老年房，水电气俱全，只需几件
简单家具，就可拎包入住。73 岁
的退休老教师宋献树现场自编顺
口溜：“村庄似花园，水泥路路通，
扫径迎客蓬门开，全村老幼皆亲
爱。”③11

我省进一步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申报工作

用工30天内须为职工办社保

传承文明 汉兴之地礼仪飘香

□本报记者 杜 君

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
自古就有懂礼、习礼、守礼、重礼的传统，正所
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礼，也应成为日常生活的准则。”采访
中，永城不少基层干部发出如是感慨，群众

的礼仪之举，也已蔚然成风。立足汉兴之
地的礼仪禀赋，将改善人居环境工作纳入
复兴“礼仪之邦”的范畴，永城这种做法，看
似小题大做，却做得深刻自然，成效自不必
说。③11

“彩虹西瓜”富移民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许安强

▶陆楼村把环境卫生
评比与“十星级文明农户”
评选相结合。秦学英的家
门前挂上了流动红旗，她
的心里很高兴。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永城市演集镇陆楼
村把一片废闲地改造成了
小游园，83 岁的时念勤老
人每天来这里遛鸟。⑤4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2 月 8
日，记者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获悉，我省命名10家企业为2014年
度河南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安全监
管部门和广大企业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强
化红线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扎实
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涌现出
了一批安全文化理念先进、体系
健全、特色鲜明的优秀企业，为我
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发
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经企业申报、属地推荐、专家

评审、网上公示，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命名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
司等 10 家企业为 2014 年度河南
省 安 全 文 化 建 设 示 范 企 业 。 同
时，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通
过复审的郑州铁路局郑州北车站
等 15 家 2011 年度省级安全文化
建设示范企业予以确认。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由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供电分公司及中国水
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2家
企业未提出复审申请，取消其省级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称号。③12

2014年度我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评出

10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2 月 7
日记者获悉，省卫计委、省发改委
等九部门近日联合下发《河南省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

（试行）》，详细规定了集中采购机
构、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生产经营
企业等各自的职责。

《工作规范》规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
业）举办的有资质的非营利性医
疗机构，对于直接作用于人体、对
安全性有严格要求、临床使用量
大、价格较高、社会反映强烈的高
值医用耗材，必须全部参加以政
府为主导、以省为单位的网上集
中采购。

《工作规范》提出，要保持公
平竞争、阳光交易、公正廉洁和科
学诚信，禁止任何形式的地方保
护。凡列入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目录的产品，医疗机构和医用
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必须通过河南
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开展采购。
集中采购周期为两年一次。

同时，《工作规范》要求，列入
集中采购目录并经省级集中招标
采购的产品，各地不得再自行组
织集中采购；列入省集中采购目
录但尚未实施省级集中招标采购
的产品，由河南省医药采购服务
中心实行挂网采购；鼓励各地积
极探索推进带量采购、量价挂钩
的购销模式。③11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
崔 莹）记者 12 月 8 日从濮阳市社
会失业保险处获悉，濮阳市近日
获批全省首个失业预防试点市，
每年可安排 4000 万元失业保险基
金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此次开展的失业预防试点
工作，将增加社会保险费补助或
岗位工资补助、在职培训费补助、
失业人员就业安置补助、失业预
防费支出等项目，这些项目将列
入失业保险基金‘其他费用支出

（其 他 促 进 就 业 支 出）’科 目 核
算。”据濮阳市社会失业保险处主
任刘吾献介绍，依法参加失业保
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生产
经营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环保
政策等的用人单位，可按实际稳
岗人数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
会保险费补助或岗位工资补助。

截至目前，濮阳市已有上百
家企业和 95%的事业单位进行申
报，基本实现了企业、事业单位失
业保险全覆盖的目标。③7

濮阳成我省首个失业预防试点市

每年4000万元为企业解难

本报讯 （记者童浩麟）12 月 5
日，开封市创建国家旅游标准化示
范城市动员大会召开，拉开了开封
市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的序幕。

旅游标准化是规范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提高旅游吸
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10
年，我国开始启动旅游标准化工

作。开封是全省推荐申报创建国
家第三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的
唯一省辖市。开封提出到 2016 年
5 月，创建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城
市，要完成特色旅游标准化规划、
旅游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城市旅游
服务功能、构建高品质旅游产品体
系、推广实施旅游标准、培育好旅
游品牌体系等六项工作。③12

明年 1 月 1 日起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开封

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徐建勋 通讯员
刘冲 庞礴）12 月 8 日上午，“金水

（获嘉）产业新城”项目在郑州正
式签约。作为我省首家跨区域合
作的“飞地经济园区”，该项目由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与新乡市
获嘉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

据介绍，“金水（获嘉）产业新
城”项目总投资 70 亿元，是金水区
和获嘉县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
采用“飞地经济”合作模式，打破行
政区域界限，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实
现资源共享互补、互利共赢的一个
跨区域合作项目。该项目是实施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原经济区
建设、实现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大实践，是金水区贯彻落实郑州市

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郑州市飞地经
济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也是
获嘉县贯彻落实新乡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郑新一体化发展战
略”的重要行动。

“金水区产业、资金等资源相对
宽裕，但土地开发强度高，土地资源
紧缺。该项目将成为金水区存量企
业有序外迁的安置基地、金水科教
园区研发总部的生产基地、金水区
关联招商企业的承载基地。该项目
的实施，将有效推动金水区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扩大金水科教园区品
牌和资源优势。同时，也将为全省
发展‘飞地经济’探索新的思路和模
式、积累丰富宝贵的经验。”金水区
区委书记郑灏东对记者说。③12

我省首个“飞地经济园”签约

12 月 5 日，工人们正在内黄县果蔬城项目工地施
工。该项目投资 20亿元，主要建设理货仓储、冷链速冻等
设施，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到 300 亿元，并带动 3 万余人
就业。⑤4 刘 超 董 立 摄

12 月 6 日，杞县平城乡后屯村的农民正在进行粉条加工。当地将
红薯深加工作为一项支柱产业，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链，使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⑤4 魏好德 摄

12 月 8 日，在项城市产业集聚区内的上海六合堂药
业，工人们在生产线上作业。今年，该市强力打造集聚区
发展平台，吸引全国医药知名企业落户产业集聚区。⑤4

张永久 摄

12月 8日，夏邑县淮海铸造集团员工在整理新型汽车
刹车盘。该企业自主研发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碳耐磨汽
车刹车盘，制动次数由原来的60万次提高到300万次。⑤4

夏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