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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6月 9日，全
省免费筛查民生实事管理培训暨卫生
计生技术服务资源整合推进会在郑州
召开，会议下发省卫计委落实免费筛
查民生实事工作方案（试行），同时明
确各级具有筛查服务资质的机构任务
分工，并对全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进行了动员
部署。

可自愿选择免费筛查服务
今年我省开展的免费预防出生缺

陷筛查服务，其中的免费产前筛查服
务是为符合条件的孕妇提供优生优育
健康教育、一次孕11~13+6周彩色超
声筛查、一次孕15~20+6周血清学筛
查（生化免疫指标检测）、风险评估、遗
传咨询指导等服务。

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是为符
合条件的新生儿免费提供一次苯丙酮
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

“两病”筛查，以及一次免费听力筛查。
方案明确，夫妇至少一方具有河

南省户籍或夫妇双方非河南省户籍但
女方在本省居住6个月以上的孕妇及
其新生儿，即可享受免费筛查服务。
同时明确，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要充分尊重孕妇意愿，在知情同意
的基础上自愿选择服务。

根据省政府有关意见，今年免费
筛查所需专项资金由省、市、县三级财
政按比例安排解决。具体经费标准
为：产前筛查财政补助标准 300 元/
例，新生儿疾病筛查财政补助标准
100元/例。

据了解，我省目前已在郑州市上
街区、临颍县、睢县、兰考县等四个试
点地区开展了免费预防出生缺陷筛查
服务，并很快将在全省全面铺开。

方案还明确，在 2017年 1月 1日
至当地定点服务机构筛查工作开始
前，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在本省医疗
卫生机构自费接受本次实施方案规定
的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
的，可于2017年9月30日前由服务对
象本人携带身份证、诊疗病历本、检测
诊断报告单以及相关缴费凭证到户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承担筛查任务的定点
服务机构办理报销结算。

县级有关机构应当好第
一道“把关人”

免费产前筛查服务机构包括血液
标本采集机构、血清学筛查机构、超声
筛查机构、产前诊断机构等。

目前我省已确认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等183个机构为免费产前超声
筛查机构，郑州金水区总医院等 188
个机构为免费产前筛查血清学标本采
集机构，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等28个机
构为免费产前筛查血清学检测机构。

方案明确，新生儿“两病”筛查检
测工作由设立在省妇幼保健院的河南
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承担，其中郑
州市辖区内的检测工作由设立在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的郑州市新生儿疾病筛
查分中心承担。

“根据最新的工作部署，县级技术
服务管理机构可以说是第一道质控人
和把关人。”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主
任赵德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新生儿

‘两病’筛查均由各助产机构负责采
血，然后由县级技术服务管理机构负
责辖区内血液标本的收集、运送，以及
后续的召回、追踪、随访等工作。这中
间血片的收集是否规范合理，关系到
筛查的结果，因此需要严格的把关和
审核。”③7

□本报记者 李岚 本报通讯员 樊迪

“这路走着真美！”6月 8日一大
早，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的张定林，挎
着竹篮到村口的菜地收青菜。走在出
村的柏油路上，这位74岁的老人既欢
喜又心酸。

子育村是贫困村。15个村民小
组共484户 1784人，散落在岱军岭连
绵起伏的褶皱里。岱军河夹村环绕，
整个村子只有一条盘踞在山间的窄路
与外界相连。12里山路中7个陡坡，
客难进人难出。

当年，正是这条崎岖的山路，让张定
林心酸不已。1996年10月3日凌晨，张

定林女儿在家中分娩后大出血。张定林
借来平板架子车，和女婿、邻居一起拉上
女儿就往乡卫生院走。“走了个把小时，
人才被送到手术室，医生说我们来晚
了……”说起往事，张定林泣不成声。

闺女没了，没过多久上门女婿也
走了。望着老伴抱着的刚出生不久
的外孙女，张定林一夜愁白了头。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内乡县
按照整体脱贫计划，创出“1+2+N”产
业扶贫新模式，“1”即持续发展传统优
势产业，“2”是实现畜牧养殖和光伏两
个创新产业对贫困户全覆盖，“N”就
是大力发展电商、旅游等特色产业。

子育村和仙鹤纸业联合，在村里

设立扶贫车间，进行切纸加工。村里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和留守妇女都去
车间打工。张定林年纪大，干不了重
活，村支书王建伟特地和企业商量，安
排他在车间打扫卫生。张定林分外珍
惜这个岗位，每天8点钟准时上岗，忙
里忙外的，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去年，村两委上门服务，为张定林
落实了包括易地搬迁、务工在内的七
项扶贫政策，他当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3亩荒坡地，一年土地流转费390
元；光伏扶贫，一年3000元；加入聚爱
农牧专业合作社，每年分红3200元；在
扶贫车间打工，每月得工资1200元。”
张定林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自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村里也
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5公里的
通村主干道全部修成了柏油路，村里还
通上了自来水、建起了文化大院……这
个贫困村变成了脱贫明星村。③7

本报讯（记者 高超）6月 10日，记
者从省征兵办获悉，为进一步健全廉
洁征兵监督机制，省征兵办决定从今
年起建立廉洁征兵监督员制度，面向
社会选聘廉洁征兵监督员。

据介绍，廉洁征兵监督员主要从
高校教职员工、应征青年家长、离退休
干部、退伍军人和热心群众中遴选，采
取个人自愿报名、省征兵办综合遴选
的方式产生。

廉洁征兵监督员的职责任务是：
根据征兵工作进展情况，针对不同对
象、时机、内容和范围，采取多种方式
实施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省征兵办

报告。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对廉
洁征兵方面的意见建议，核实相关情
况；参与跟踪检查，与省军区纪委或
省征兵办等相关职能部门一起深入
一线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开展明察暗
访，不定期对征兵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调查问询，及时发现廉洁征兵方面存
在问题。

省征兵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愿意
担任廉洁征兵监督员的同志，可于 6
月20日前，将个人基本情况发送至省
征 兵 办 电 子 信 箱（hnszbbgs@163.
com）。省征兵办将联合军地相关部
门考察后选定。③4

本报讯（记者 黄晖）北京时间 6
月10日，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球队瓦
基弗银行女排发布了 2017~2018 赛
季14人名单，朱婷排名第一主攻。记
者随即联系到了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谢国臣，证实了下赛季朱
婷继续留洋的事已经基本敲定。

“协议的大方向和框架已经定了，
只是部分细节还在继续商讨。”谢国臣
告诉记者，中心方面对于朱婷赴海外
打球锻炼成长一直持支持的态度。

朱婷上赛季在土耳其瓦基弗银行
女排开始了留洋之旅，一个赛季下来，
不仅她自己得到了全面的成长，瓦基
弗银行女排也在她的帮助下，收获土
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季军、欧洲女排冠
军联赛冠军、女排世俱杯冠军。因此，

让朱婷继续留队，应该也是瓦基弗银
行俱乐部方面的强烈意愿。

至于外界纷纷猜测的朱婷薪酬，
谢国臣介绍：“肯定应该能更好地体现
朱婷的价值，但具体的薪酬目前还没
有最终确定。”

在 5月 18日至 23日举行的天津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上海赛区的
比赛中，有朱婷助阵的河南女排未能
跻身前三、获得直接晋级天津全运会
决赛阶段比赛的机会。目前，朱婷正
随河南女排积极备战将于6月 15~20
日在云南禄丰进行的天津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 8~13 名预决赛。届时，在
预赛中落选的8支队伍将进行单循环
比赛，冠军将获得最后一张“天津门
票”。③4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许天胜 赵鹏

6月 9日下午，在位于长垣县的卫
华集团，8辆满载起重机部件的大平板
运输车缓缓驶出厂区——两天后，这
些部件就会来到上海罗泾码头扬帆出
海；20多天后，将出现在马来西亚马中
关丹产业园区，被安装成 6台大型桥
式起重机。

“这是卫华向马来西亚交付的第
二批设备。到 9月底，我们将陆续交
付共计 142台各式起重机，单个项目
订单总金额达1.25亿元。”

俄罗斯、意大利、澳大利亚、哈萨
克斯坦……卫华集团总裁俞有飞扬了
扬手中的产品出货清单，掰着手指对
记者一一列数，目前有 22个国家，都
在等着“河南制造”卫华起重机运输或
配货。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推动了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也为国内

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我们要抢抓
机遇‘借船出海’。”俞有飞说，卫华集
团把国际贸易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
作为重点发展的 5大板块之一；整合
子公司资源，2015年成立国际贸易公
司，专司开拓海外市场。

卫华集团搭乘“一带一路”建设
“快车”的一系列举措和努力，最终在
产品出货单上得到了回报和体现：

产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数目，由
98个增加到 108个；以往出口大多是
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小订单”，但
2015年至今，已接到7个1000万元以
上的大订单，其中还有 3 个亿元大
单。2016年，出口额同比增长幅度达
186%；今年前 5个月出口形势喜人，
增幅还在创造新高。

产品频频走出国门，发达国家的
客户不断增多，主动找上门的海外代
理商一个接一个，卫华集团也正在实
现从单纯的机械制造向设备成套、工
程总包的华丽转型。③4

张定林脱贫记

我省将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免费筛查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我省建立廉洁征兵监督员制度

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公布新赛季名单

朱婷下赛季继续“留洋”

出货单上的“一带一路”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作
为中国文化遗产日面向公众的特色活
动之一，6月 9日，国家文物局在洛阳
举办文化遗产公开课。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顾玉才为来自全国9省16所学校
的300多名中学生，讲述“丝绸之路与
我们的生活”。

一条想象中的古老的商贸之路，与
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样的好奇，同学们开始了一趟穿
越时空之旅。原来从芝麻到狮子，从天
文历法到思想文化，正是这条绵延千年
的双向交流之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
们今天的生活。生动的讲解，精心制作

的多媒体课件，让同学们用最直观、最
活泼的方式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在公开课上，顾玉才通过讲解丝
绸之路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即“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6字的丝路精神，拓展了同学们的视
野，对“一带一路”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次公开课通过电视和网络直
播，让不在现场的观众也有深入了解
丝绸之路的机会。

据悉，自 2015年起，国家文物局
连续两年举办公开课活动。今年，还
将举办 2-3场，架起一座文化遗产保
护与公众“心相通”的桥梁。③4

国家文物局在洛阳举办
文化遗产公开课

□本报记者 孔学姣

6月6日，兰考县葡萄架乡董庄村
蜜瓜种植户翟永军特别高兴，在当日
兰考县首届蜜瓜节评比中，他种植的
重达4.05公斤的蜜瓜被评为“瓜王”。
前来参加蜜瓜节的客商竖起大拇指，
直夸“兰考的蜜瓜比蜜甜”。

兰考县首届蜜瓜节，是省农业科
学院与兰考县政府联合举办、葡萄架
乡政府承办的。说起两者的结合，这
里还有一段“姻缘”。

2012年，省农科院启动“院县合
作共建农业科技成果综合示范县”工
程，即在全省粮食生产区和特色农业
产区，创建 5个农业科技成果综合示
范县和 20个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县。2015年年底，省委组织部派省农
科院科技成果推广处的张玉杨到兰考

县任分管院县共建的副县长。
张玉杨在走访调查中得知，葡萄

架乡地处黄河故道，单纯种植粮食作
物收益低。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她请来院里园艺研究所的专家进行

“会诊”。专家把脉：当地土壤透气透水
性好，日照充足，雨热同期，非常适宜蜜
瓜类作物种植。同时开出了“两瓜一
菜”的“药方”：依托当地农民种植合作
社发展优质果蔬，实行“一年三种三收、
两瓜一菜”的全年栽培计划，即早春甜
瓜、秋延甜瓜、越冬蔬菜的种植模式，确
定在该乡杜寨村建立蜜瓜种植基地。

好品种、好技术是农科院的优
势。张玉杨请来了院里园艺所、经作
站、科技成果推广处的专家，以及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在基
地示范引进推广园艺所培育的众云系
列甜瓜新品种；推广肥水一体、多层覆

盖、果实套袋等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
实现甜瓜的有机绿色生产，并通过政
府牵线，引导兰考蜜瓜和超市、批发市
场对接,形成订单种植。经过一年的
努力，杜寨村发展了 1000余亩、600
多座大棚蜜瓜，棚均产量达4000公斤
以上，农民的亩均收益也从以前的
2000元，变成了现在的2万元。

“省农科院与兰考县政府围绕培
育支柱产业，以产业带动，共同打造高
品质的蜜瓜生产基地。”省农科院党委
书记魏蒙关对此赞不绝口，“院县合作
共建，探索出了‘科研+合作社+农户’
的技术转化模式，为农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注入了新活力。”

在蜜瓜节开幕现场，葡萄架乡党
委书记岳建河向记者谈起今后发展蜜
瓜的思路：引导群众有序发展蜜瓜种
植，形成规模效应；利用县政府引进的

恒大集团投资建设3000座大棚，以杜
寨村蜜瓜种植基地为中心，辐射周边
韩湘坡、贺村、赵垛楼等10多个村庄，
力争年底种植蜜瓜1万亩。

省农科院科技成果推广处处长卫
文星介绍，目前，省农科院正组织专家
对兰考农业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调
整，通过招商引资和培育当地企业相
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优质花生、草
畜、果蔬等产业，以畜牧产业化带动农
业产业化。

3月 27日，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
贫“摘帽”的贫困县。脱贫以后怎么
办？“脱贫不是终点，小康才是目标。
兰考的蜜瓜比蜜甜，百姓的生活甜如
蜜，通过院县共建、产业带动，让兰考
的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每
家每户都有致富门路，是政府下一步
努力的方向。”张玉杨说。③4

“兰考的蜜瓜比蜜甜”

6月 11日，游客在光山
县马畈镇马畈村观五玫小杂
果专业合作社采摘鲜桃。该
镇鲜桃种植面积达9600余
亩，年销售量达 200 万公
斤。⑨7 谢万柏 摄

视觉新闻

6月11日，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产科新生儿筛查室内，一名护士正在给新
生儿做听力筛查。⑨7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桃园里
说丰年

日月湖昔日是永城市的采煤沉陷区，属国务院规划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
点项目。经过治理，这里绿树成荫、鲜花竞妍，美好的生态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图为市民在湖畔拍摄婚纱照。⑨6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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