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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今后，我省将以
提质转型创新发展为主线，突出集群、创新、
智慧、绿色发展方向，着力完善功能规划布
局，提升集群竞争优势，促进服务功能升
级，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产业集聚区上
规模、上水平、上层次，以适应和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记者 8 月 11 日从省政府办公
厅获悉，省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加快产业集
聚区提质转型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
了产业集聚区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提质转型
的基本方向。

《意见》提出，坚持“五规”合一、“四集一
转”、产城互动的基本要求，推动产业集聚区
发展由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要素高强

度投入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粗放
消耗型向绿色集约型转变、主要靠优惠政策
招商向依靠优质综合服务招商转变、简单地

“等靠要”向勇于改革创新转变。到 2020
年，产业集聚区“四集一转”发展水平将大幅
提升，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
将更加突出，建设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主导
区、科技创新核心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和改
革开放先行区。

《意见》确定了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创
新发展的几个主要目标——集聚效应更加
凸显：全省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超过 7万亿元，占全省工业的比重超
过 60%，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产

业结构和层次明显提升；集群优势显著增
强：全省形成食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3个
万亿级产业集群，省辖市形成 30 个左右千
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县域形成 150个左右百
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创建 15 家以上国家级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一批全国重
要的产业基地；配套能力明显提升：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平台、生产生活性服务设施基
本完备，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与产
业规模和结构相适应的支撑保障体系；绿色
发展成效显著：产业集聚区单位面积投资强
度和产出强度进一步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万
元增加值能耗较 2015年下降 20%左右，工业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建成一批国家级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和低碳工业园区；产城互动
加速推进：全省产业集聚区从业人员达到
550万人，累计新增 200万人左右，成为当地
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产城互动发展机制基
本建立。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强调，优化完
善规划布局，促进产城互动发展；培育壮大
产业集群，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健全公共服
务平台体系，提升集群发展支撑能力；强化
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发展动力活力。《意见》
同时明确了推动产业集聚区“五规”合一、适
当调整优化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布局等 30
项重点工作的部门分工。③6

我省力促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惠 婷 通讯员翟 耀）自 7月 21日省纪委通报六起

涉医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后，8月 11日，省纪委再次通报六起涉医
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强力推进专项治理，并对外公布廉政账号。

这些案件分别是：

省纪委通报六起
涉医腐败案件

在通报案件的同时，省纪委再次公开举报邮箱：hnjfbdcez@126.
com,接受群众关于涉医领域的举报和投诉，与此同时，省纪委还公开了
581廉政账号：1702130829200058149（各地工商银行）。③7

1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原院长刘俊东违纪案件
刘俊东在任院长期间，授意该院工作人员编造虚假病例

106套，骗取国家医保专项资金 58.13万元。2014年 10月，平
顶山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刘俊东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2 叶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徐跃伟违纪违法
案件

徐跃伟伙同他人向叶县人民医院等新农合定点医院索
要人民币 20.18万元，并将其中的 61800元用于公款接待、发
放福利等。2014年 12月，叶县纪委监察局给予徐跃伟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

3

4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兼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滑县医院原院长杨瑞民、肿瘤微创介入中心原护士
长丁晓丽违纪违法案件

杨瑞民在任期间收受贿赂 138万余元，为他人在医疗器
械采购等方面提供便利。丁晓丽伙同杨瑞民共同受贿 25万
余元。2015年 2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给予二人开除
公职处分。2014年 12月，杨瑞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丁
晓丽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5 鹤壁市中心血站原站长冯天福，副站长丁长庆、辛金祥
违纪违法案件

冯天福、丁长庆、辛金祥在任职期间，为他人在医疗器械
采购、药品耗材购置等方面提供便利，多次收受厂家、销售代
表回扣，冯天福受贿 10.2万元、丁长庆受贿 5万元、辛金祥受
贿 14万元。冯天福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零三个月；辛金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一年。丁长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6 滑县人民医院原器械科科长、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兼中药
剂科科长刘淑涛，滑县中医院原器械科科长刘书见违纪违法
案件

刘淑涛在任滑县人民医院器械科科长期间，为他人在医
疗器械验收入库、付款等方面提供便利，收受他人人民币 9.98
万元。刘书见在任期间，为他人在医疗器械销售、维修合同签
订、付款等方面提供便利，收受他人人民币 8万元。滑县纪委
给予二人开除党籍处分，滑县卫生局给予二人开除公职处分。
刘淑涛、刘书见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鹤壁市中医院原院长、党总支副书记杨建福违纪违法案件
杨建福在任院长期间，先后向与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公司

索要、收受人民币共计 11.60万元，并在医疗设备购置、药品购
销及付款等方面为其提供便利。2014年 4月，鹤壁市纪委监察
局给予杨建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13年 12月，杨建福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其非法所得被予以收缴。

本报讯（记者王 平）8月 11日，记者从省
卫计委获悉，为提高我省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
疗保障水平，在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的大力
支持下，省卫计委、省慈善总会于近日联合下
发《河南省参合人员唇腭裂免费救治项目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
案》，从 9月 1日起，新农合唇腭裂患者可持身
份证、合作医疗证及相关病例资料，直接到统
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填表，提出救治申请。

唇腭裂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疾
病，俗称“兔唇”。据统计，全球平均每出生
700个婴儿就有 1个患唇腭裂，严重影响了患
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实施方案》指出，
我省范围内患病符合唇裂、腭裂、唇腭裂诊断
标准的参合人员（3个月以下的唇裂和 6个月
以下的腭裂除外），均属此次救治范围之内。
对于筹资时尚未出生、错过缴费时限而未能
参合的患儿，出生当年可按规定以参合母亲
身份提出救治申请。

关于新农合补偿费用，《实施方案》明确要
求，唇腭裂免费救治项目采取按病种定额付费

进行补偿，不设住院补偿起付线，不受新农合报
销药物目录和基本诊疗项目目录的限制。各病
种费用及新农合补偿标准按照省级医院 65%、
市级医院 70%的比例报销，其余部分费用由“微
笑列车”基金资助，超出定额标准的费用由定点
救治医院自行负担。此外，唇腭裂患者再次手
术的医疗费用也由“微笑列车”基金资助。

同时，《实施方案》要求，在患者办理入院
手续时，定点救治医院不得收取住院押金及
其他任何费用；在患者出院时，住院医疗费用
先由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全额垫付，最大限度
地保障患者及时顺利地得到救治。

目前，我省纳入该项目定点救治的医院
有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等 26家医院。

“微笑列车”是美籍华人王嘉廉先生于
1999 年在美国发起并正式注册的非盈利性
慈善组织，旨在为贫困唇腭裂患者实施矫治
手术、对参与手术的医生进行技术培训等。
截至目前，这项慈善活动在中国已累计实施
手术逾 30万例。③8

新农合唇腭裂患者可获免费救治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祝文平）由郑州民营纪录片拍摄
队伍拍摄的 3 集纪录片《放飞朱
鹮》即将在央视播放，令我省“国
宝”朱鹮再次引发关注。 8 月 11
日，记者从信阳市罗山县董寨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野放朱
鹮在我省家族不断壮大，今年已
成功繁殖“子一代”幼鸟 14只。

脸颊呈朱红色的朱鹮素有“鸟
类大熊猫”之称，是世界上最濒危
的鸟类之一，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2007 年经国家林业局
批准，向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
入朱鹮种源 17 只。几年来，保护
区朱鹮数量稳步上升，现有朱鹮
100 多只，共野外放飞朱鹮 60 只。
去年 4月，我省首次监测到朱鹮野
外成功孵化并出飞幼鸟 1只。

“今年以来，野放朱鹮已筑巢 7
个，成功繁育小朱鹮 14只。”董寨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朱鹮今年野外家丁兴旺，一方面是
野放朱鹮增多，另一方面在于雨水
丰富、食物充足。

据悉，我省野放朱鹮目前主要
生活在保护区内。为抵御蛇、黄
鼬、乌鸦等天敌对朱鹮“子一代”的
危害，从朱鹮筑巢开始，工作人员
就采取绑缚光滑塑料，安上刀片等
措施，加大看护力度。

今年 9月，第三批经野化的朱
鹮有望放飞。③6

陈 锡 联（1915—1999）,男 ，湖
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营教导员、
团政治委员，红四军十一师副师
长、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等职。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
九团团长，三八五旅副旅长、旅
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等职。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夜袭阳
明堡战斗，参加了响堂铺伏击战、
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百团大战，
平汉路破袭战、蟠（龙）武（乡）等
战役战斗。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

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
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
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
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等职。率部参
加滑县、豫北、郑州、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
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
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
理 等 职 。 1955 年 被 授 予 上 将 军
衔。是中共第七至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
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1999年 6月 10
日在北京逝世。③12

陈锡联

野放“国宝”朱鹮家丁兴旺

比翼双飞

8月 10日，新疆哈密地区举行新能源校车捐赠仪式，河南省科技厅
为哈密地区捐赠了两辆总价值160万元的新能源校车。⑤4 蔡增乐 摄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映 通 讯 员 段 利 梅
崔 莹）“在城区打拼多年，这次赶上了濮阳
市销售团购房，我相中的一套房子价位合
理，政府还给补贴，省了不少钱。”8月 11日，
来自南乐县的李占景对自己选购的团购房
十分满意。

今年 5月底，濮阳市政府出台相关意见，
以定向优惠政策鼓励黄河滩区农民、在市城
区无住房的居民（含进城务工农民、新就业
大中专毕业生）和市城区有住房改善性需求
的居民团购房屋。参与此次团购的居民，在
享受国家、省、市地产新政，放宽贷款购房首
付条件、放宽公积金贷款条件、放宽公积金
提取条件、降低和减免住房交易有关税费的
基础上，市政府每平方米再补贴 150 元。据
统计，濮阳市开展的团购房活动已销售住房
3100余套，成交额突破 16亿元。③7

本报讯 （记者卢 松）8 月 10 日，记者从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了解到，目前全省秋作
物长势普遍较好，玉米生长陆续进入灌浆关
键期。专家建议，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
追肥，增加玉米后期产量。

上周全省普降一场大雨，局部地区旱情
解除，全省秋作物墒情适宜，加之各地田间管
理到位，目前全省秋作物整体长势较好。

农谚说：“立了秋，挂锄钩”。立秋后，农民
朋友往往图省事不施肥，是玉米产量下降的原
因之一。省农技推广总站李宁博士提醒农民朋
友，立秋后的农作物，特别是玉米，更需要加强田
间管理。一是要趁墒追肥。可追施一次攻粒
肥，增强玉米籽粒饱满度，增加玉米粒重，提高玉
米后期产量。二是要积极防治病虫害。加强病
虫害监测预报，防止病虫害对玉米产量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全力争取好收成。③10

濮阳团购房
“团”了16亿元

玉米进入灌浆期
应及时追肥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王正星）8
月 11日，记者获悉，省政府法制办公布《河南
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征求意见
稿）》，其中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范
围作出了明确规定，5种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
必须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的5种
行政诉讼案件是：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重大利益且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情重大复
杂，对本机关行政管理或者行政执法活动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机
关要求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人民
法院依据有关规定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需要出
庭应诉的其他行政诉讼案件。③6

5种案件行政机关
负责人须出庭应诉

新能源校车援哈密卿卿我我

三五成群 （图片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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