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栾姗）3 月 30日，
省发改委、省工商局联合下发《郑州
龙子湖智慧岛投资基金注册与管理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提出，依托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核心区和
基金集聚区的优势，快速做多投资基
金主体，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服务
体系。

根据《方案》，有四类企业可以在
郑州龙子湖智慧岛注册投资基金。
一是企业名称中含有“基金”、“基金
管理”、“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字样。二是企业名称中含有

“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字样。三是企业名称中
含有“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股权投资基金”字样。四是企业名

称中含有“资本管理”、“资本”、“资产
管理”字样。

《方案》明确提出，基金企业要求
基金投向符合产业政策，产业投资基
金、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资金规
模 5亿元以上。基金管理企业，要求
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基
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管理企业注册资
本不低于1000万元，首期实际缴付资
本不少于200万元等。

如何管好基金市场，探索基金快
速发展与非法集资风险防范新模式，
这是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开闸后面临的
新课题。

首先是登记信息互通。工商部门
依法开展基金企业和基金管理企业的
登记注册工作，加强和发改部门的信
息沟通，及时将完成登记后的基金和

基金管理企业登记信息反馈给发改部
门，健全工商部门与发改部门协同监
管机制，建立注册登记与监督管理无
缝衔接机制。

其次是建立信用信息管理登记服
务系统。省发改委帮助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的投资基金企业在 20个工作日
内登录河南省投资类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企业需填报基本情况、高管人员、
资金来源等情况表；按季度、按年度上
报基金运营情况报告。

最后是健全基金托管服务。选择
3~5家资金托管管理业务能力强的银
行作为投资基金的托管行，由集中住
所地的管理部门与其签订协议，开展
对基金托管账户监控管理，资金账户
出现异常的托管银行要及时向行业管
理部门报告。②9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赵月侠）
4月4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政府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针对困境儿童生活、教育、医疗、康
复、服务、监护和安全保护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制定分类保障政策，以促进全省27
万余名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
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
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
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
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他们面
临着生存、安全和心理等方面的困境，急
需得到救助和保障。

去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在政策层面，对困境儿童保障进行了
顶层设计。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促进处处长李经宇介绍，《实施意见》既全
面贯彻落实了《意见》的相关规定，又凸显
了一定的河南特色。

更加注重基本医疗。我省除了落实
国务院制定的“对重病、重残儿童，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给予倾斜”等政策
外，增加了“将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纳入
大病医疗补充保险覆盖范围”的规定，加
大了医疗保障力度。

更加注重教育保障。《实施意见》对落
实国家的教育资助政策和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政策进行了细化，明确自今年
秋季学期起，将实现困境儿童从义务教育
到高中阶段的12年免费教育。

此外，《实施意见》还更加注重监护责
任的落实。对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监护
不当等情形，分类明确了替代监护的主体
及监护责任，并新增了切实增强全社会对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意识的
规定。

针对基层困境儿童工作力量薄弱、部
门协作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实施意见》
提出，要强化和落实基层政府、部门职责，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建立起覆盖城乡、上下联动、协同
配合的工作体系。同时，构建县、乡、村三
级工作网络，加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建设，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童福利督
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合力推进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③6

□本报记者 何可

18年前因一场车祸身受重伤，导
致左臂丧失全部功能，但这位坚强的
荥阳女孩却以阳光的心态拥抱生活，
以顽强的意志自强自立，以感恩的情
怀传递大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
与慈善事业。

女孩名叫闫思帆，在 2016 年全
国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评
选中被评为“最美志愿者”。

1999年夏，10岁的闫思帆在去
银川探亲的路上遭遇车祸，左臂丧失
全部功能。随后，父母离异，闫思帆
和母亲艰难度日，并四处求医。住院
期间，闫思帆所在的学校——荥阳市
第一小学，全校师生举行了献爱心活
动，为她捐献医疗费用。16个月后，
闫思帆回到了教室，重新获得宝贵的
学习机会。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
学，她一直牢记母校的这份情。

大学期间，她刻苦学习，凭借优
异的成绩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0年 2月 26日，闫思帆带着感谢
信和奖学金回到了母校。在感谢信
中她说：“我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尽
我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闫思帆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全校
师生。母校用这笔钱设立了“励志基
金”，用以资助在校的贫困学生。

闫思帆说，是这个充满爱的社会
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这是一笔永远也
偿还不完的爱心债，她将以感恩的心
传递爱。

2013年7月，大学毕业的闫思帆
通过公务员考试顺利进入中牟县商
务局工作。她把工作后的第一笔工
资全部捐赠给了孤儿院。她说，只要
自己能够吃饱穿暖就很开心了，积攒
起来的力量就用来帮助更多需要关
爱的人吧。

2015 年，闫思帆组织志愿者成
立“中牟爱心之家社工服务中心”，从
事扶危、济困、助残、救孤等公益慈善
活动。3月8日，记者走进“中牟爱心
之家社工服务中心”，看到屋内堆放
着衣服、棉被、书籍和米面油等，闫思
帆说，这些救助困难群众的物资都是
爱心人士捐赠的。“爱心之家”现有志
愿者 200多人，每到周末，他们就开
展公益慈善活动。“爱心之家”成立
后，先后募集各类物资40余吨，组织
开展关爱农民工、留守儿童等公益慈
善活动300多次。③5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豪杰

新修水泥路环村入户且通向田
间地头，一座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
草莓生机勃勃，养殖场内肥猪欢叫，
千亩荒山林果成行，全村人均年收入
1万多元，新建的集中居住区“供水、
供电、供气（沼气）、供暖”……

3月31日，走进豫西山区的宜阳
县高村乡鹅宿村，记者很难想象出5
年前它还是一个有名的贫困村。

岭高土薄、十年九旱、广种薄收，
曾有人编顺口溜称鹅宿村“地无三尺
平，下雨路难行，吃水靠肩挑，收入靠种
田，养猪为过年，养鸡换油盐”。2010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1000多元。

短短几年能让贫困村摘帽脱贫，
村民都称赞致富不忘乡邻的企业家
——宜阳县鹅宿牧业集团董事长吉
卓云。

在外打拼、身家过亿的吉卓云，
一次回乡时看到村里的贫穷景象，被
深深刺痛。他捐资数百万元架电、建
校、修路、修水库，改善了村民基本生
活条件。

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2012年 5
月，吉卓云投资上亿元，建了年出栏6

万头生猪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同时，
通过土地流转，又投资 1000万元建
了100座温室大棚，给7个懂技术、有
实力的种植大户经营，以吸纳村民就
业。

“目前，公司农、林、畜三个板块
吸纳就业100余人，村里几乎没有闲
人。”吉卓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
四口之家，土地流转加上在村里打
工，年收入 4万元左右，不愁过不上
小康生活。

“家门口就能挣这么多钱，过去
想都不敢想。”61岁的村民杨相武，提
起吉卓云更是激动不已：“以前俺是
看天吃饭、四处打工，现在家里土地
流转加上打工，一年能收入七八万
元。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能
领到公司发放的 300元到 500元养
老金。我家还在小区预定了两套‘小
康房’，等搬过去就真小康了！”

吉卓云介绍，2017年底，村民将
全部入住新建小区，幼儿园、医疗所、
健身房等配套齐全，旧宅子由村里统
一收回搞庭院经济和乡村休闲旅游，
所有权和收益归村民。“提前三年实
现小康，这是我对鹅宿村群众的承
诺，作为一个老党员，我一定会办
到。”他说。③6

鹅宿村今年要小康

闫思帆：致力公益传递大爱

我省出台实施意见

保障27万余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开闸投资基金注册

4月3日，在淅川
县宋岗码头，一艘船从
湖面驶过。清明时节，
随着气温回升，作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源地的淅川县丹江湿
地绿意渐浓。 新华
社发

丹江湿地
春色美

本报讯（记者 宋敏）你 知 道
“12333”这个电话号码吗？它是全国
人社公益服务电话号码，主要向社会
公众提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
咨询、信息查询、受理投诉举报、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等服务。

3月30日，为深入宣传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政策、推广12333公共服
务品牌，按照全国统一要求，我省以

“话说居民养老保险”为主题，组织全
省人社系统开展了“12333电话咨询
服务日”活动。

活动期间，省人社厅以居民养老
保险政策信息解读、社保卡热点问题
解答等为重点，在门户网站、“河南

12333”微信公众号开设“12333全国
统一咨询日”活动专栏，同时在行政
服务大厅开展现场咨询服务活动，就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政策及经办业务对咨询群众进
行详细解答。

据介绍，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今年年底
前，落实并完成全面参保登记计
划，通过入户调查、数据比对等，摸
清扩面参保人数、漏保人数，努力
扩大参保覆盖面，力争到 2020 年
前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实现
从 制 度 全 覆 盖 到 法 定 人 群 全 覆
盖。③6

我省举办12333咨询服务日活动

□本报记者 王绿扬

“看到今天河南发展得这么棒，我
好骄傲，因为这里是我的故乡。”3月
29日至 4月 4日，由省台办主办的“豫
来豫好·快乐中原行”两岸网络达人及
媒体联合采访活动成功举行。在为期
一周的采访中，来自宝岛台湾的9名记
者先后深入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开
封参观采访，一路所见不时给采访团
成员带来震撼和惊喜。

厚重河南，令人流连忘返

走进文化名城许昌、三商之源商
丘、八朝古都开封，一座座千年古城让
采访团成员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灞

陵桥畔，遥想关羽立马挑袍；商丘古
城，感受明清建筑之美；朱仙镇上，探
访木版年画发源……本次采访，让两
岸媒体人过足了“历史瘾”。

一路走来，参加此次活动的台湾
媒体朋友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原文化
留恋不已。中华自媒体暨部落客协会
会长钟婷说：“河南是我一直向往的地
方，这里的文化底蕴最为深厚。开封、
周口、许昌，都是我以前在历史书和影
视剧中就有所了解的。这几天的采
访，让我仿佛穿越千年，回到了历史之
中。中原文化，真是太美了！”

豫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采访团中，许多成员都是第一次

踏上中原大地。对他们来说，这不仅
是一次简单的采访活动，更是一趟“寻
根之旅”。

“我从小就听父辈们说，陈姓起源
于河南，今天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
己的根。”在淮阳县太昊伏羲陵，中华
自媒体暨部落客协会会员陈春有走进
园中的“陈氏文化馆”，不停地拍照，详
细询问着自己的家族故事。他告诉记
者，自己小时候听过的很多神话传说，
在这里都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存
在。“能够触摸到中华民族的远古文
明，这种体验令人惊叹。”

在临颍县，台湾的媒体朋友们还
邂逅了一位清朝“老乡”——台北首任
知府陈星聚。了解到陈星聚率领台湾
人民抵御法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后，

中华自媒体暨部落客协会会员孙贻铨
激动地说，许多台湾人都不知道陈星
聚的事迹，也不清楚他对台湾的贡
献。他表示，自己将通过镜头和文字，
让台湾民众了解这一段历史，了解这
位民族英雄。

“河南与台湾虽然在地理上相距遥
远，但两岸民众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的。此次河南之行，我回到了老家，更
找到了根。”高雄市记者协会副总干事、
台湾新闻网记者苏恒说，自己所感受到
的中原文化、看到的河南城市风貌都与
以前的认知大不相同。“与我在历史课
本中读到的河南相比，今天的中原有着
太多让人惊艳的地方。希望两岸加强
文化交流，增进了解，让更多台湾民众
能亲身体验老家河南的美。”她说。③6

寻根厚重河南 领略出彩中原
——“豫来豫好·快乐中原行”活动综述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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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日，游客在光山县北向店乡小彭湾村春江花木合作社游玩。该合
作社300亩北美海棠、垂丝海棠盛开，吸引游客前来观赏。⑨7 梅曙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