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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1月29
日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近日在郑
州召开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约
谈会，对 5月份以来发生事故的郑州
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三门峡
市、信阳市、周口市、济源市和兰考县进
行集体警示约谈，坚决扭转当前建筑施
工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不利局面。

近一个时期，全省各地建筑施工
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开展警示约
谈旨在让全省各地和建筑施工企业警
钟长鸣，深刻认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面临的严峻形势，并针对工作中存在
的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制度措施不
到位、执法处罚不严格、平时基础工作

不扎实等问题，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完善制度措施，加大平时监管，强
化追责处罚，坚决扭转当前建筑施工
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不利局面。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将组织专家按照法定程序
对各地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
理情况进行复查，对处罚不到位的责令
重新处罚，并通报批评责任主管部门。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华平表示，
我省要“重典治乱”“铁腕兴安”，对非法
违法建设项目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员一查到
底，绝不姑息；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责任单位公开曝光，绝不隐瞒。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下月起，
我省个体工商户办理注册登记时将
领到“两证整合”营业执照，新执照兼
具税务登记证的功能。11月 29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个体工商户

“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启动新闻
发布会，宣布这项改革于12月 1日起
正式实施。

“两证整合”势在必行

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实施后，
公民只需填写“一张表”，向“一个窗
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理个体工
商户工商及税务登记，将原由工商、税
务部门分别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
记证，改为由工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以下简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
业执照，税务部门不再发放税务登记
证。

按照部署，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
省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相继实施了

“三证合一”和“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
革。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新登记市场
主体75.1万户，其中新登记个体工商
户 55.2 万户，同比增长 17.9%。个体
户创业热情日益高涨，但长期以来，个
体工商户的设立需要分别到工商、税

务部门申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这
种“两证分办”的情况存在着重复申
请、材料复杂、周期较长等诸多不便。

“社会上对于进一步简化个体工商户
登记手续的呼声逐渐出现，可以说，如
果没有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上的

‘放’，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就会有
缺憾。”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效“老证照”不强制更换

根据部署，个体工商户“两证整

合”后，新颁发或换发的加载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具有原营业执
照和税务登记证的功能和效力。个体
工商户凭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
业执照即可到税务部门直接办理涉税
事宜；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中
介机构等均应当予以认可。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充
分尊重广大个体工商户的意愿，“两证
整合”登记制度改革不设过渡期。对
于今年 12月 1日之前成立的个体工
商户，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换照时，

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
照。对于今年 12月 1日之前成立的
个体工商户，因未办理变更登记或换
照而暂未取得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的，其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证继续有效。登记机关鼓励个体工商
户主动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营业执照，并提供办事便利，对暂没有
换照意愿的，不实行强制换照。

部门间数据共享支撑改革

此次改革将实现工商、税务部门
的个体工商户数据信息实时共享。全
省各地办理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统
一由省工商局传输至河南省“五证合
一”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省国税局、省
地税局从平台上认领登记信息并向本
系统清分。三部门将共享申请材料和
审核信息，实现实时数据交换、档案互
认，同时，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将向工
商部门回传相关涉税信息。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革
实施后，个体工商户相关信息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在政府部门间
共享交换，有助于增强交易透明度，加
大失信成本，提高诚信收益，为实现

“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碰壁”
提供了基础支撑。②9

本报讯（记者 赵文心）11 月 29
日，2016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和高桥国际农创
园两地同步开幕。由农业部、湖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本届农博会，坚持“绿色
与品牌 交流与合作”的主题，打造一个
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信息化、国际
化的现代农业高端平台和品牌联盟。

今年的农博会首设双会场，新落成
的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作为主会场。同
时，高桥国际农创园作为“365天不谢
幕”的农博会线下体验馆，设立实体体
验店，引进各类农博展销产品，根据产
品产地，设置个性化的销售窗口，为参
展企业量身定制多种展示渠道，365天
开馆展示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过程。

此次展会新启用场馆面积达5.2万
平方米，吸引了超过2500家海内外企

业参展。不仅荟萃全国农产品精品，今
年农博会的国际范儿也居历届之最：除
去年参展的西班牙、越南和泰国等国家
外，本届农博会还邀请到了芬兰、老挝、
马达加斯加、巴西、印尼、斐济等国家涉
农部门和企业参展，实现了非洲、美洲、
大洋洲国家参展数量零的突破。

“线上农博”也是本届展会的一大
亮点。农创网是基于“B2B”“B2C”模
式成立的网络交易服务平台，依托中
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和中部国际
农创园，提供O2O交易、线上展示、农
业信息化、农产品溯源平台。通过农
创网平台可以对农创园园区和农博会
展会进行实景导航，将线下的农创园
园区和农博会展会现场映射在线上，
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农创网商城

“淘宝”。③3

明起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实现整合

我省个体户“两证合一”

我省约谈九市县促建筑施工安全

2016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五大洲“洋土产”线上线下齐飞

□王建安 李涵 摄影报道

安阳市建元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成功
研发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建筑垃圾再生处
理生产线，成为全国首家把建筑垃圾作为原
材料，生产再生干粉预拌砂浆的建筑材料企
业，日产新型砂浆600多吨。⑨7

建筑垃圾成“新宠”

▶11月28日，工人在安装建筑垃圾处理设备

▼铲车在运送建筑垃圾原料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赵婷
婷）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记
者11月29日从郑州市儿童医院获悉，
近期该院门诊量急剧上升，小儿肺炎
和脑炎患者明显增多。专家表示，这
两类患者的早期症状与感冒相似，常
常被忽视或误诊，家长对此务必重视。

据了解，肺炎是由不同病原体或其
他因素感染所引起的肺部炎症，临床表
现为咳嗽、气促、呼吸困难等。脑炎是
儿童在免疫系统和血脑屏障发育尚未
成熟时易得的一种疾病，由各种细菌、
病毒、结核杆菌、肺炎支原体等感染引

起的,临床表现为急性发热、头痛、呕
吐、烦躁不安等。该院重症监护室主任
宋春兰说：“脑炎患儿早期容易被误诊
为伤风、感冒，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
因此，如果孩子出现发热、疲倦、咳嗽、
食欲差等不适症状时，家长应高度警
惕，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排查治疗。”

如何判断感冒与肺炎的区别呢？宋
春兰建议，家长可以从孩子体温、咳嗽、精
神状态、病程进展四个方面进行观察。
宋春兰还建议，家长要做好防护措施，尽
量不带孩子去人流量大的地方，勤洗澡、
勤换衣物，少吃辛辣油腻食物。③7

呼吸道疾病高发 谨防儿童感冒变肺炎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冬季天气寒冷干燥、用电量大

是各类火灾的高发期，为保证冬季

消防安全，鹿邑县生铁冢派出所采

取有力措施抓好辖区冬季消防工

作，全力确保辖区消防安全。一是

所长赵气光带领派出所民警深入辖

区为居民讲解消防安全常识，并发

放消防宣传单。二是对辖区消防重

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进行一次

全面的消防知识培训。三是加强隐

患排查，对辖区重点部位进行全面

细致排查，彻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监督相关单位及时落实整改。

（杨凡）

积极开展消防工作
切实提升防范能力 为确保“三进”活动的深入开展，近日，河南淮阳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深

入社区、农村对居民用户进行用电稽查，对发现的隐患和不规范行为进行督促

整改，同时利用稽查之机加强优质服务、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此次活动中，该

公司18个乡镇供电所全部成立用电安全检查小组，共查出隐患17处，现场帮

助农户更换刀闸6个，保险丝14条，督促整改不规范临时用电现象21处，隐患

消除率达100%，确保了广大居民在迎峰度冬期间安全用电。 （张瑜）

淮阳县供电公司：深入社区开展安全用电稽查

“又一个大奖，又出一个25万元”！11月
28日，新乡延津县中福在线销售厅再传捷报，
本月第三个25万元大奖砸中沉着淡定的老彩
民娄先生，顷刻之间朋友圈纷纷刷屏点赞，销
售厅内更是欢腾一片,娄先生中奖的喜悦心
情不言而喻。红宝石，红红火，这是延津销售
厅继本月1日开门红，18日中间彩后，28日再
次中出的第三个25万元。这会不会是本月的
完美收官，目前对于大奖不断的延津销售厅
来说，谁也不敢保证，因为还有两天这个月才
结束，这两天会不会奇迹再现呢，大家都拭目
以待。

同样的连环夺宝，同样的第三关，同样的
24颗红宝石，砸中的都是敢于参与、坚持梦想
的人，但有时意外也会发生，这个月大奖福地
延津销售厅就出现一件令人遗憾的事。11月
22日晚上，刚在本月18日中得25万元大奖的
范先生和平时一样每注押100分，当玩到第三
关最后关头，快要探宝时，他因有事想早点

走，但又怕探宝吃分，于是就把每注降到 10
分，让他没想到的是，刚把分降下来不到一分
钟，24颗红宝石就哗啦啦地下来了，这下范先
生可傻眼了，25万元大奖看着从眼前溜走，只
中了25元。天壤之别啊！销售厅内所有人都
唏嘘一片，范先生更是懊悔不已，不然的话5
天内范先生就能连中两个25万元，延津销售
厅一个月内就能出四个25万元。与大奖失之
交臂，真让人惋惜！在此提醒彩民朋友，在理
性投注的同时一定要五注全投，每注不要少
于20分，不然即使出了大奖你也无缘得到。

延津销售厅一个月内大奖连出，再次有
力地推翻了那些认为出过大奖之后，近期就
不会再有大奖的理论！截至今年11月份，延
津中福在线销售厅一共出25万元大奖 8次，
真是福星之门，幸运之地。2016年已接近尾
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参与就有希望，付
出就有收获，愿大家年终好运气，再中大奖，
为2016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延津销售厅再出大奖，25万大奖一月出仨

生活 贴士

本报讯（记者 卢松）11月 29日，
省民政厅、省发改委出台《河南省民政
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划定我
省未来五年民政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重
点。其中，我省将充分发挥社会保障
政策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逐步实现扶贫标准线和低保标准线两
线合一，到 2020年，确保全省城乡在
低保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农村低保
标准达到或高于国家扶贫标准。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省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均增长率超过
10%。2015年，全省城市、乡村低保
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380元和每人
每年 2600 元，城乡低保人数分别为
107.91万人和392.9万人。

据悉，为更好发挥低保“兜底”贫
困群众的作用，今年我省两次提高农
村低保标准，目前已达到每人每年
2960 元，月人均补助水平达到 132
元。此外，今年上半年全省城市低保
对象月人均保障标准也由去年的380
元提高到 40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由
去年的225元提高到240元。

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我省将
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行低
保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按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
距。同时，将优先集中供养完全或部
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到
2020年底前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能力达到50%。
此外，我省将健全医疗救助制度，

对重点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
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经过
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
用，在年度最高限额内按不低于70%
的比例给予救助。加强医疗救助与
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健全“一
站式”即时结算机制，大大减轻困难
群众医疗经济负担，方便困难群众就
医结算。

记者了解到，未来5年，我省将全
面高效实施临时救助制度，增强救助
时效性，实现应救尽救、托底救助。全
面推开“救急难”工作，确保困难群众
求助有门、受助及时、急难有救。同

时，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大力
推进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
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
级救助管理服务网络体系，广泛动员
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志
愿者和群众参与救助服务。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
五”期间，我省将加快建立跨部门、多
层次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
台，实施精准救助，保持动态管理下的
应保尽保，及时将符合条件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施
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引进专业社会
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为救助对象
提供社会融入、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服
务，为扶贫开发贡献力量。③7

我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充分发挥低保“兜底”扶贫作用

农村低保将达到国家扶贫标准

图/王伟宾

11月28日，光山县文殊乡杜槐村金合欢合作社农民正在牧羊。今年以来，
该合作社投资265万元引进黑山羊优良品种，繁育养殖黑山羊820只，带动周
边12户农民放牧黑山羊，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⑨7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