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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8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第三批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揭晓，我
省鹤壁市、新密市、登封市、长葛市入
选。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各试
点地区要按照批复的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工作方案要点，结合本地实
际，加快突破薄弱环节，积极探索，闯
出新路，到 2018年取得试点阶段性
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在此以前，洛阳市、禹州市、新郑

市和兰考县入选首批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地区，濮阳市和长垣县入
选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地区。至此，我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地区已达到10个。

省发改委要求，我省入选的4个
市县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
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
一”，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
建设功能好、交通畅、环境优、形象美
的新型城镇。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2 月 7
日，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办获悉，随着周
口市近日实现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规划中的省内 11个省辖市已全部
用上丹江水，受益人口达到1800万。

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我
省多年平均受水量为 37.69 亿立方
米，受水区覆盖南阳、平顶山、漯河、周
口、许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濮
阳、安阳11个省辖市，此外还有省直
管县（市）邓州市和滑县。

2014年 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通水后，我省加快水厂建设，工程供水
范围日渐扩大，供水量与日俱增。截至
2016年11月底，除周口外，我省其他受
水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均已通水，受
水量达到21.7亿立方米，约占中线工程
总供水量的四成，1600万人受益。

周口市从位于叶县的干渠口门引
水，经漯河至周口。按照工程规划，年
均向周口市供水1.03亿立方米，进一步
夯实周口市的水资源基础。周口市实
现通水后，全省受益人口增加200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为各受
水区压采地下水提供了条件。根据我
省制订的方案，到2020年受水区将减
少开采地下水2.7亿立方米。一年多
来，我省加大地下水压采力度，受水区
地下水水位得到不同程度提升。③3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迟驰

12月6日早上临近8点，沈丘县洪
山镇孙小桥村村民李琴吃完早饭，步
行到村头的塑胶制品公司上班。300
米的距离，她走了3分钟。

“能当上工人上班领工资，两个多
月前，俺想都不敢想。”李琴一边忙着
手中的活儿，一边跟记者搭讪。

李琴还不到50岁，儿女在安徽上
大学，爱人一个人打小工挣钱养家，上
面还有年迈的公婆，一家人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是村里挂了名的贫困户。

“就这，让她来上班，还打退堂鼓
呢！”村党支部书记王凤印是李琴家的
帮扶干部，他多次动员李琴上班。李

琴当初担心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干不
了工厂里的活儿。

这家塑胶制品公司，是在外创业
成功的村民孙明返乡创办的，主要生
产岛屿国家用的水上娱乐塑料玩具，
订单生产，出口到欧美、日本和印度等
国家和地区。

“贫困户年龄偏大，有实际困难，
是技术培训的重点。”精明干练的老板
孙明说，厂里150名工人，孙小桥村和
周围村贫困户有40多人，经过技术培
训，都能上岗操作。水上娱乐塑料玩
具，订单品种有 1000多个，流水线生
产，李琴负责半成品拆装、成品打包，
很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人干。

“头一个月，俺挣了2300块，就打

电话跟孩子们说了。”李琴提起第一次
领工资，记忆犹新。开始她的两个孩
子不信，在这么偏远的农村，竟然也有
工厂可以上班。

“丁零零……”时针指向中午11点
整，李琴放下手中的活儿，和工人们一
起离开车间，午餐就在老板孙明的家
里吃。由于职工食堂还没有建好，这
里就是工人的临时就餐点，面条、馒
头、米饭，都是一些家常饭菜。

“年前订单多，生产工期短，只有

加班加点，工人集中就餐，才能赶工
期。”孙明说，工人工资计件结算，多劳
多得，中午休息就个把小时。

趁着下午上班前的间隙，李琴和
几位工友拿着充气管，把鳄鱼、海豚、
沙发、船、小鸭子等塑胶玩具充满气。
她还让工友用手机拍成视频，给女儿、
儿子发过去欣赏。

“妞啊，看恁妈在这里咋上班的。”
早已去掉愁容换笑颜的李琴，那个高
兴劲儿，甭提了！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社保基金安
全，关系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和广大参保人员的权益。12月 7日，
郑州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暨规范
定点医疗机构基金支出工作会议，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完善社
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进行解读，明确划定社会保
险基金监管违规违法的“红线”。

据介绍，近年来，社会保险基金规
模扩大的同时，新的风险点也在增多，
在征缴、管理、支付、存储等环节仍存在

诸多问题。为严格规范社保基金管理，
郑州市出台《通知》，分别从基金征缴、
各个险种待遇支付、基金管理、信息数
据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明确，包
括对经办机构、服务机构、数据管理机
构、参保单位或个人所涉及的违规违法
行为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确
保基金管理规范、监督到位。

《通知》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定点医疗机构、工伤鉴定机构及有关
单位、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的，要及时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并

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或个人伪造资料、故意隐瞒
事实真相等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由经办机构责令其限期纠正，情节
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处以违规缴费
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并录入社
会信用信息系统。基金监督机构、业
务管理机构、稽查机构在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都要依法依规给予处
分。凡违反社会保险基金法律、法规，
构成犯罪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定点医疗机构是医保基金流失的

重灾区，《通知》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从严治理，对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存在的违规行为“零容忍”，其中包
括：未尽审核义务造成冒用社会保障卡
住院的；采取“挂床住院”“假病历”“串
换药品”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医疗保险
基金的；降低住院标准，诱导、激励医生
或病人开“大处方”“大检查”“大化验”
的等。一旦发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有
上述违规违法行为，一律解除服务协
议，停止医疗保险传输网络，违规的单
位一年内不准再签服务协议，违法的单
位两年内不准再签服务协议。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12月 8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出台
《河南省养老领域社会工作规范（试
行）》（以下简称《规范》），推动在机构
养老、社区养老领域开展社会工作服
务。其中，在养老机构中，每 100名
老人至少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在社
区中，每200名老人至少配备1名社
会工作者。

据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
前我省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500 万
人。专业社会工作者融入养老事业
发展，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升养
老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省有100多家民办社工
机构、5000多名社工专业人才，活跃
在社区养老、社会救助和扶贫济困等
服务领域。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规范》的出台，对全省养老社会

工作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类别与内
容、服务流程、服务提供方法和质量
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有利于提高专
业社会工作在养老领域的标准化水
平，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对养老领域
社会工作服务的活力。

针对养老服务各个环节的特点，
《规范》对服务流程及方法提出了具有
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规定社区工作
每次活动时长应不超过120分钟，老
年人人数不超过200人；社会工作者
应负责带领小组，并安排1至2名社会
工作者、护士、护理员或社区工作人员
协助。在质量控制方面，《规范》要求，
社会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半年以问卷的
形式向老年人进行服务满意度调查，
服务对象满意度应在 90%以上。对
未达到指标的服务项目应分析原因，
并及时调整服务方案。③5

郑州多措并举编织社保基金“安全网”

对社保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我省11个省辖市
用上丹江水
受益人口增至1800万

农妇李琴的快乐工作与生活

我省4市县入选第三批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我省规范养老领域社会工作

养老机构每100名老人至少
配1名社工

12月 8日，
内黄供电公司“小
红帽”志愿者到豆
公乡南荆张村开
展“邻里守望”志
愿服务活动，结对
帮扶空巢老人和
贫困家庭。⑨6
史晓岩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12月 8日，
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近日省卫计
委、省发改委等6部门转发国家卫计
委《关于印发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改革与发展意见的通知》，并提出10
条具体意见，对加强中医儿科诊疗服
务能力建设明确要求：积极支持建设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争创国
家中医儿科诊疗中心，发挥中医药在
儿科重大疾病、疑难重症诊疗方面的
作用。

“儿童脏腑娇嫩，抵抗力差，容易
受到病邪入侵。大量的临床实践证
明，中西医结合诊疗对提高儿童慢
性、顽固性疾病治疗效果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据业内人士介绍，积极筹建

的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将依
托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
立，预设床位400~500张，这是继今
年 5月份河南省儿童医院在航空港
区成立开诊之后，我省积极筹建的又
一家省级儿童医院。

意见提出，加强省辖市级中医院
儿科建设，支持省辖市级中医院开设
儿科门诊、儿科病房，提升儿科诊疗
能力；依托南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
等省辖市级中医院设置省辖市级中
西医结合儿童医院；县级中医院应设
置儿科门诊，具备条件的可开设儿科
病房；具备条件的二级及以上中医
院，应同时加强新生儿重症和儿科重
症科室建设。③5

我省将筹建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12月7日，首届中国（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
摄影大展在三门峡举行，来自国内及美国、法国等24个
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师聚焦天鹅湖。上万只白天鹅在天鹅
湖湿地歌唱、舞蹈，展示精灵般的无穷魅力。⑨6

▲万只白天鹅聚集天鹅湖
▶中外摄影师聚焦天鹅湖

天鹅之城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美在基层党建引领强

南乐县把基层党建作为抓好美丽
乡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行“互联网+
党员管理”模式，在全省率先实行党员
信息化管理。推行村级班子“四级三
星 两 挂 钩 ”绩 效 管 理 和 农 村 党 员

“5321”履职模式，调动了基层党组织
带领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
围绕“两路两湖一环城”，打造41个各
类党建示范点，建设党群服务中心52
个，开通便民服务体系，拓宽县乡村三
级便民服务平台，做到了基层党建与
美丽乡村建设双推进、双提升。

农村之美，不仅美在环境、美在产
业，更要美在心灵、美在思想、美在民
风。

南乐县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武装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促使
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投资
建设了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广播电
视村村通、舞台艺术送农民等六大文
化惠民工程，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大
院覆盖率达 100%，新建农村文化休

闲广场68个，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荣获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示范县专家评
审第一名。开展乡村梨园春、龙舟大
赛、广场舞大赛等独具特色的群众性
文体活动，开展“南乐十大好人”“好公
婆、好媳妇”“做一名厚道的南乐人”活
动，大力弘扬厚道文化、积极践行厚道
作风。突出抓好乡村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推行农村网格化管理，全面筑牢
平安根基。

美在城乡环卫一体化

干净整洁的巷道，整齐划一的垃
圾桶，统一着装的保洁员，粉刷一新
的墙壁……走在南乐县城关镇郭庄
村的村内道路上，村容村貌令人眼前
一亮。郭庄村的旧貌换新颜，正是得
益于南乐县“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

的实施。
“以前村里又脏又乱，柴草垃圾堆

在路边上；现在好了，旮旮旯旯都跟公
路上一样干净了。”郭庄村党支部书记
郭民武感叹。

“垃圾收运箱离家十几米，出门就
能倒垃圾，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空气清
新怡人，农村人的心气也变高了。”说
起家门口的变化，南乐县谷金楼乡中
平邑村村民王军桥笑得合不拢嘴。

每100户配一名保洁员，每10—
15户配一个垃圾桶，每1万人配一辆
清运车，每 1万人配 1名管理员……
在量化标准的推动下，南乐县 322个
行政村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
盖。

为有效解决农村环境卫生问题，
南乐县积极探索美丽乡村建设长效
机制。该县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和做
法，结合本地农村实际，实行政府购

买服务，环卫外包托管，按照城乡生
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市
场化”目标，全县12个乡镇、322个行
政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全部交由专
业环卫公司托管，一次性配备垃圾桶
15000个、垃圾转运车 51辆，在全县
各乡镇、各行政村实施城乡环卫一体
化工程。

南乐县还建设了城乡环卫一体化
中心，通过“智慧环卫”系统，对人员、
车辆、道路进行数字化考勤、远程调度
和作业管理；实行“三级监管四级考
核”机制，实现了标准化管理、精细化
作业、规范化服务，农村垃圾处理做到
了“三个全”，即城乡保洁全覆盖、日常
监管全方位、智能监测全过程，在濮阳
市率先走出了一条用市场化机制破解
农村垃圾处理难题的成功之路。如
今，“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标准实现了
常态化，各村庄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

变得更干净了、更漂亮了。

美在产业富民添活力

特色鲜明的巷子干净整洁，一盏
盏灯笼把巷子装扮得古色古香，漫步
南乐县谷金楼乡中平邑村，村中小巷
不禁让人想起春秋时期这里人来人
往、车水马龙的繁华。

南乐县按照“一村一景、一村一
品”原则，把村庄建设和历史文化、红
色旅游、特色产业相结合，大力实施村
庄绿化、亮化、美化，建设村民中心36
个、广场游园120个，创建省市生态村
96个、省级生态乡镇4个、国家级生态
乡镇 1个，呈现出“村在绿中卧、鸟在
空中鸣、人在树下行”的美景。

学习借鉴外地的好经验、好做法，
南乐县集中打造了 55个特色美丽乡
村，平邑特色小巷、王洪店果香小镇、

五花营狮舞小镇、魏行平安小镇等一
批特色小镇初步建成，示范带动了全
县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兴盛，村美民富，既有投入又
有产出，美丽乡村建设才可持续。围
绕“提质增效抓农业”的思路，南乐县
重点打造了一批现代化农业园区，全
县现有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3家、
市级 4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879家，
初步形成了特色蔬菜、水果、养殖现代
农业体系；与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电
商平台合作，打造了南乐农产品特色
馆等一批电商综合服务示范点，积极
推介南乐特色农产品，争创全国“互联
网+”战略样板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
为发展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大
力实施“众企帮百户”和产业扶贫项
目，新建向阳服饰等扶贫就业示范点
105个，带动贫困人口 2100余人，助
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共建美好家园。

变化时时刻刻，惠民点点滴滴。
一个个曾经灰头土脸的小乡村，抖落
了往日的“满身尘埃”，呈现出一派生
态宜居的环境美、村强民富的生活
美、民风淳朴的人文美、村稳民安的
和谐美。

南乐，乐在美丽乡村！

濮阳市美丽乡村建设暨基层党建观摩现场会在南乐县召开

南乐展开“美丽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