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组版编辑 屈晓妍 曹 萍 HENAN DAILY要要 闻闻 2015年 3月 21日 星期六 3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社会资
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的重点领域项
目，不但与国有投资项目享受同等
政策待遇，还能获得投资补助、基
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政
府投资的优先支持。3 月 19 日记
者获悉，省政府出台《关于创新重
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鼓励民间资
本投资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
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意见》指出，要在生态环保、
农业和水利工程、市政基础设施、交
通、能源、信息和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实行统一
市场准入制度。社会资本投资建

设或运营的重点领域项目，与国有
投资项目享受同等政策待遇。要
优化鼓励社会投资的发展环境，扩
大社会资本投资途径，通过公私合
营、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投资
补助等多种途径，鼓励和引导社会
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租赁
等方式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同
时，加快完善重点领域价格形成、调
整和补偿机制，确保社会资本进入
后能够获得合理收益。

《意见》强调，在政府负有提供
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
务、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基础设施
等领域，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

力，提高供给效率。
我省将加快设立省级投资基

金，《意见》鼓励各地发展投资基金，
支持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主要投资
基础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区
域开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创业投资
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重点领
域项目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同
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带动
作用。政府资金主要投向公益性
和基础性领域。同等条件下，政府
投资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
目，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
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社会资
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③10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根据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
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
见》，结合我省实际，省政府明确
了我省16项重点任务。

这 16 项重点任务包括：推
进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管理体
制改革；在电力、钢铁等重点行
业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污染
治理等领域大力推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污染减排和排污权交易、碳配额
交易；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投资建设农田水利和
水土保持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引入市场机制；向社会资
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
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
的所有权、经营权，吸引社会资
本 参 与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建 设 等
等。③10

我省社会资本投资再获积极信号
政府投资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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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

河南明确16项重点

■医疗资讯

本报讯 （记者王 平）3 月 20
日记者获悉，2015 年，我省要以贯
彻落实省政府“369”基层卫生人才
工程为主线，以推进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工作为重点，继续抓好医改
重大培训项目，推进医教协同，为
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才支撑。

2014年，我省扎实有序全面开
展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全
科医生培养成效显著，全年完成全
科医生转岗培训 2931 人，截至目

前，我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已达
9730人，培训人数居全国首位；全省
保持县级及县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
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覆盖率达
100%，乡镇卫生院覆盖率达 60%以
上；医教协同人才培养形成特色。

另据了解，今年我省将稳步推
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打造具有
河南地方特色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模式，加大全科医生师资培训
力度，稳步推进“3+2”助理全科医
生人才培训工作等。③12

本报讯 （记者芦 瑞）3 月 20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
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了

《关于提高我省部分医改资金财政
补助标准的通知》，明确 2015 年我
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 2014 年的
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人均经费标准由
2014年的35元提高到40元。

此次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等部分医改资金财政补助标准，省
财政承担地方应配套资金的 50%，
同时，为缓解贫困地区财政配套压
力，对 54 个享受西部政策县，市县
新增财政配套资金由省财政全部
承担。

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财政补助标准的提高，增强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能力，确保
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顺利实
施，对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等问题起到关键性作用。③7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宋代五
大名瓷之一的钧瓷“父本”是哪种
瓷？答案是以唐代花釉瓷为代表
的“唐钧”。而唐钧的古瓷遗址多
集中在郏县北部。凭此优势，郏县
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唐
钧基地”。3 月 20 日，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将“中国唐钧基地”牌匾授
予该县。

据史料记载，唐代时期郏县周
边瓷窑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专家在郏县北部及相邻区域发现
了大量唐钧成品和残片，由此揭开
宋代钧瓷的来源，并勾勒出唐、宋
两代钧瓷的传承关系。

目前，郏县正依托唐钧基地优
势，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推动当地
唐钧产业的快速发展。该县现有
唐钧工艺师 20 多人，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 50 余人。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当地已开发出近百个唐钧新
品种。③9

我省再提部分医改资金
财政补助标准

我省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已达9730人

“中国唐钧基地”落户郏县

践行价值观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文明我先行

近 日 ，一 则 题 为“ 为 救 哥
哥，紧急售房”的帖子在焦作市
某贴吧内热传。帖子称：一个
妹妹为救肝衰竭的哥哥，要把
自己的肝移植给哥哥，并要把
房子卖掉当医疗费。

3 月 17 日，记者联系到打
算卖房的焦作市解放区女孩李
阿茜，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2014 年 10 月，阿茜 27 岁的
哥哥李尔沙被诊断出患慢性肝
衰竭。为给哥哥治病，家里花光
了所有的积蓄。医生说，必须通
过肝脏移植才能保住生命。

阿茜的父母早年离异，父
亲患有脑梗塞，生活不能自理，
平 日 里 由 阿 茜 和 哥 哥 共 同 照
顾。“哥哥病情不重的时候，他
照顾得多一点。”阿茜说。

在哥哥接连做了几个配型
比对都不成功后，她悄悄查验
了自己的血型。因为肝脏移植
配型相对简单，只要血型相符、
捐献者肝功能正常即可。查验
结果表明，她与哥哥血型相同。

然而，肝脏移植的高昂手术
费用又让她犯了难。无奈之下，
阿茜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卖掉家
里唯一的房子来给哥哥治病。

李阿茜把打算捐肝的事告
诉 哥 哥 后 ，遭 到 了 哥 哥 的 反
对。阿茜却坚定地说：“什么都
别说了，我一定要救你！”

而让阿茜感动的是，在这
场与生命的赛跑中，她并不是
孤军奋战。

卖房消息发布后，许多亲
朋好友纷纷致电阿茜，想要奉
献自己的一份爱心。甚至一些
从未谋面的爱心人士，也给阿
茜的手机账户上打来了善款。
截至 3 月 17 日 15 时，阿茜共收
到社会各界爱心善款 9 万余元。

3 月 17 日，兄妹俩登机前往
天津。对于这次赴津，阿茜内心
也很纠结：一方面，自己想要捐
献肝脏救哥哥的命；另一方面，
如果手术时间确定下来，高昂的
手术费又会让她陷入困境。

“前期的治病费用，是我姐
姐一家给垫付出来的，我很感激
她。”谈到自己的女儿，阿茜的妈
妈泣不成声，“我真幸运，有这么
好的一个女儿，她才这么小，就
这么懂事，作为妈妈我十分感谢
和感动，但更让我心疼！”随后，
阿茜的妈妈向记者求助：“希望
你们能帮帮我们一家，帮我们把
房子卖出去。”

记者了解到，我国肝脏移植
有严格的规定，受到法律、伦理学
以及供者的身体条件等诸多限
制，需要办理多种手续。如果找
到匹配的外来肝脏，李尔沙的手
术费需要 80 万元。如果通过伦
理法律等方面的审查，用阿茜的
肝脏，手术费需要 40万元。但这
还都不包括术后抗排异所需的
庞大的药物和治疗费用。③10

3 月 17 日傍晚，一条三门峡
一法官在郑州火车站勇救幼童
的微信引爆了朋友圈，引得众人
好评如潮。

17 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
法院法官陈华和同事到郑州出
差，并准备乘坐当天 17 时 18 分
的 G823 次列车返回三门峡。

17时 13分左右，他们进入郑
州火车站 6号站台准备上车。当
时 6号站台两侧各停靠着一列火
车，G823次列车在右侧，左侧是一
列红皮列车。“我们正走着，看到前
面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突然跑向

左侧的红皮列车，走在身旁的孩子
父亲伸手去拉孩子，但没拉住，转
眼小男孩不见了。”3月19日上午，
陈华向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

看到孩子父亲匆忙奔向红
皮列车，陈华意识到“可能出事
了”，立即也赶了过去。陈华说，
走到跟前看到男孩正趴在铁轨
上，仰着头，惊恐地看向站台。孩
子父亲跳下站台时被身上的双
肩包卡住了。“赶紧把包扔了！”陈
华一边提醒，一边毫不犹豫地跃
下站台。夹缝实在太小了，陈华
踩着铁轨，背部贴着列车，前胸紧
靠站台，艰难地把孩子拉起来。
此时，男孩父亲也跳下站台，两人
共同把孩子举起来，站台上围观

的旅客七手八脚把孩子拉了上
来。“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分钟
时间。”陈华告诉记者。

此时，G823 次列车鸣笛声
响起，陈华看到孩子安然无恙，
简单嘱咐了孩子父亲几句，转身
奔向车厢。

“万一你跳下去，红皮列车
开动了怎么办？”记者问。陈华
说：“当时哪顾上想这些，只想着
赶快把孩子救上来。”

当晚，在列车上，陈华的同
事 将 这 件 事 发 到 了 微 信 朋 友
圈。“正能量，赞一个！”“三门峡
好人，赞 N 个！”网友们纷纷留言
为陈华点赞，称赞他展示了三门
峡法官的风采。③9

“90后”妹妹
想捐肝救哥哥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通讯员 陈作华 马允安

一分钟！铁轨夹缝中救出幼童
□本报记者 吴 烨

本报通讯员 吴胜男 杨国良

▶3 月 20 日，禹州市顺店镇顺北
村村民康淑珍的娘家哥哥为她送来

“孝道之星”匾额。66岁的康淑珍常年
不辞辛苦照顾娘家、婆家双方父母，赢
得乡邻一致好评。⑤4 牛 原 摄

▲3 月 17 日，平顶山市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队平顶山技师学院分队
成立，首批 45名加入的学生志愿者在
队旗前宣誓。⑤4 牛智广 摄

3 月 20 日下午，中州证券（中原证券）公布

了其香港上市后的首份年报，其中的两大重磅

利好引人瞩目：一是 2014 年公司实现归属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 2013 年大增 122.3%；二是宣布

高达 87.7%的现金分红政策。

据了解，中州证券于去年 6 月 25 日在港上

市，为内地第四家在港上市券商。上市仅半年

后，中州证券股价涨幅即位列香港主板新股第

一,被香港媒体评为当年的“升幅王”，并登榜“马

年港股十大新闻”。2014年度，中州证券实现利

润总额 7.55 亿元人民币（折合 9.44 亿港元），同

比增长 12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2 亿元人民币（折合 7.03 亿港元），同比增

长 122.3%；净资产收益率从 2013 年的 6.4%跃升

至 11.4%；基本每股收益从 2013年的 0.12元人民

币（折合 0.15 港元）上升至 0.24 元人民币（折合

0.3 港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达 282.7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7.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5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4%。公司融

资融券、自营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收入占总收

入的比重明显上升，传统经纪业务占比下降，收

入和利润结构进一步优化。

中州证券此次披露，2014 年度拟实施高比

例的现金分红，年度利润在计提各项公积金和

风险准备后，拟拿出近 4 亿港元用于现金分红，

占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87.7%。

中州证券总裁周小全表示：“本次现金分红

比例高，主要考虑到以下四点。一是去年上市不

久，我们就提出要把公司打造成香港精品上市公

司，而精品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对

投资者高度负责，即现金分红比例要足够的高，

一定要实实在在回报投资者；二是 2014年公司的

经营业绩好、盈利多，实施高比例现金分红有可

靠的盈利做保障；三是公司目前资金状况较为充

裕，可用于发展的资金从 2013 年的 30 多亿元人

民币增加到目前超过 150亿元人民币，能够为各

项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四是公司在香

港上市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近 15亿港元，已明确

由新老股东共享，成为今后向投资者分红的稳定

而强大的‘蓄水池’，是保障极端年份仍对投资者

实施较高现金分红的坚实保障。”

周小全透露：“公司在近日召开的年度工作

会议上对今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

内地证券市场今年的牛市行情已成共识, 按照公

司的目标计划和前 2 个月的实际利润，经纪、投

行、资本中介、投资、资管等业务都将实现较高增

长，特别是公司目前全力发展互联网证券的思

路，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

战略高度吻合，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它将与新

三板做市和直投业务一起，成为推动中州证券

2015 年利润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的三匹‘黑

马’，中州证券盈利能力将再上新的台阶。在公

司全面落实打造香港精品上市‘四大标准’（即经

营效益稳步增长、对投资者高度负责、风险控制

严而又严及充满社会责任和担当）的背景下，预

计今后的现金分红比例仍将相当可观。”

分析人士指出，中州证券积极顺应内地金

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加快推进现代化、国际化

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建设，必将对公司成长构成

长期利好。

净利润大增 1.22倍 现金分红比例超过 80%
——中州证券披露两大重磅利好

本报记者 郭 戈

3 月 16 日，濮阳市中原油田社区开展的学雷锋志愿为民服务
活动中，“老雷锋”蒋成文为辖区居民义诊。⑤3 仝 江 摄

3 月 19 日，
商丘师院生物
生命科学院的
教授、博士到民
权县伯党乡养
殖场、温室大棚
传授养殖、种植
等农业科技知
识，受到当地群
众欢迎。⑤4
王平 闫鹏亮 摄

（上接第一版）

全省工业结构更趋合理
“此外，我省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也取得新进展，全省工业行业
和产品结构、投资结构更加趋于合
理。”省统计局负责人指出。

从工业行业看，高成长性制造
业、高技术产业生产较快增长，占
比进一步提高：1～2 月，全省高成
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11.8%和 21.4%，增速分
别高于全省工业增速 2.4 个、12 个
百分点，占全省工业的比重分别为
46.1% 、7.9% ，同 比 分 别 提 高 3.2
个、1.7 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产业
链进一步拉长，终高端产品产能和
产量进一步释放，产品精深加工程

度提高，中下游产品产量增长相对
较快。从投资看，高成长性制造业
投资较快增长，占比提高：1～2 月，
高成长性制造业投资 435.89 亿元，
增 长 14.3% ，增 速 高 于 工 业 投 资
2.2 个百分点，高于传统支柱产业
1.7 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
51.9%，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与
此相应，六大高载能行业低速增
长，占比下降。

省统计局负责人分析，今年前
两个月，我省经济运行缓中有稳、缓
中有快，积极因素不断积累，这表明
我省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
下，所采取的各项长短结合、标本兼
治的政策措施在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奠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等
方面的效应已经有所显现。③12

全省经济运行缓中有稳缓中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