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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12日，
副省长徐光在郑州会见了来豫访问的
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国务秘书林
西德奈一行。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针对
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举办的高速
公路建设管理人员培训班即将在郑州
开班，林西德奈一行来访，旨在进一步
加强与交投集团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将参加培训班开
班仪式。

会见中，在简要介绍河南省情后，
徐光说，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处于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地
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河南交通
运输产业快速发展，在强化全国交通枢
纽地位、提升河南综合实力、打造区域
竞争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
表示，为认真落实2016年 8月两国交
通运输部部长会谈精神，河南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将发挥优势，为柬方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希望通过此
次培训活动，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林西德奈表示，河南发展良好，值得
学习，希望双方加强友谊，不断交流，也
希望更多河南企业到柬埔寨投资。③6

□本报记者 卢松

6 月 9 日，南乐县元村镇敬老
院，绿植花卉生机盎然，地面铺装干
净整洁，院内娱乐室里传出阵阵笑
声，65岁的韩来顺和10多名老人聚
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看电视，边
玩边聊，其乐融融。

韩来顺是元村镇百尺村一名孤
寡老人，去年6月申请入住敬老院，
现在除了打牌娱乐，还在院内菜园
锄地种菜，日子过得舒心自在。韩
来顺高兴地说：“在这里吃得饱、住
得好，院里每月还发40元零花钱，得
劲儿着呢。”

我省是人口大省，随着全省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像韩来
顺这样无子女、无收入的农村特困
人员（即五保对象）养老问题格外
引人关注，群众对敬老院的需求也
越来越高。“以前部分乡镇敬老院
存在建设规模小、设施配套落后、
安居环境较差等问题，群众宁肯独
自住在家，也不愿到敬老院。”南乐
县民政局局长程建霞说。

织牢民生保障“兜底”网，才能
让每位老人安享晚年。近年来，我
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各地改
扩建和新建敬老院。目前全省2000
多所敬老院，成了 48.2 万名农村特
困人员养老的温馨家园。

不仅吃住无忧，看病也不发
愁。我省把农村特困人员全部纳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部分敬老
院还有家庭签约医生，一个电话医

生上门服务。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董辉

介绍，这些年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不断提高，分散供养人员和集中
供养人员的供养标准分别从 2011
年的年人均 1320 元、2240 元提高
到去年年底的 3000 元、4000 元。
去年底，我省又印发《河南省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办法》，除了农村孤
寡老人外，还把符合条件的城市

“三无”人员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范围，让更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

元村镇留胄村村口村务公开栏
里，张贴着全村低保对象的名单，
68岁的村民王妹云和 48岁患有脑
瘤 的 大 儿 子 王 志 安 名 列 其 中 。

“2013 年起，村里就让俺们‘吃了’
低保，发到手的钱年年增。现在每

月又从原来的 132 元提到 142 元，
能顾住家里的基本花销。”王妹云
说。

在留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29户、136人，是镇、村党员干部重
点关照的“对象”。今年，王妹云家
又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将享
受到更多扶贫政策帮扶。元村镇党
委委员台关士告诉记者：“镇里打算
通过危房改造项目，把王妹云家几
十年前的老房子翻修一下，还要帮
他们搞家庭养殖，增加一部分收
入。”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
掉队。”我省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
准，实现扶贫标准线和低保标准线
两线合一，发挥低保在助力脱贫攻
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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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更
是连续两次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全
省400多万城乡低保对象脱贫越来
越有底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
年，省委、省政府又把加强残疾人、
城乡低保人员和孤儿等困难群体生
活保障列入“十件重点民生实事”，
集中力量重点推进，全省基本民生
保障水平将得到有效提升，困难群
众能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①1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14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会见

了武警部队副政治委员姚立功。许甘
露、穆为民、唐大淮、刘勇军、徐元鸿参
加会见。③5

仅个把小时，自家的麦田里就只
剩下麦茬，麦粒已干干净净地“跑”到
家中的粮食囤里，随即麦茬地又被免
耕机播下包衣玉米种子……对于 64
岁的洛阳孟津县送庄镇十里村村民牛
远伟来说，今年的三夏他基本没有下
地干活，大忙成了大闲。

牛远伟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老把
式，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对种地越来
越力不从心。

去年，他果断把自家的 6亩地按
每年每亩 500公斤小麦的价格，全部

托管给孟津县众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省去了耕地、播种、追肥、锄草、收
割等诸多麻烦，坐在家里就能收入几
千元钱。

孟津县众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陈振九介绍，近年，农村外出务

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留守在家的多
是老人和孩子，普遍缺乏干重体力活
的劳力，因此选择土地托管的农民越
来越多。

去年以来，孟津县以供销合作社
为主导成立的为农服务综合中心有两

个，土地托管中心4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增至 38家。这些经济组织综合体
已托管农民土地 4万多亩，成为农民
的“田保姆”。

按照计划，今年洛阳市将新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27家，新增土地托管
面积30万亩，总托管面积将突破100
万亩，降低农民直接种粮成本8000万
元以上，将有力助推农业向产业化、专
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③6

（洛阳日报·融媒平台专稿 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郑战波 牛俊飞）

谢伏瞻陈润儿会见
武警部队副政委姚立功

对柬高速建设培训班将在郑举办

“田保姆”让农民轻松过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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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保障提升群众获得感

6 月 13 日，新
郑市和庄镇敬老院
的老人们在锻炼身
体。近年来，为了提
高五保供养老人的生
活质量，该市在积极
确保供养经费的同
时，加快对乡镇敬老
院的改造建设。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6月13日，民权县程庄镇于堂村
贫困群众在收获木耳。该镇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建设温室
大棚2000余座，有效带动了3000余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⑨6 马玉 摄

▼6 月 11日，在社旗县丙玉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菜农正
在采摘豆角。该合作社通过“实训基
地+贫困户”等模式，带动1260户贫困
户实现脱贫。⑨6 申鸿皓 摄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韩会岳）
6月14日，武警部队宣布命令大会在郑
州举行。武警部队副政委姚立功中将
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武警
8680部队部队长刘勇军任武警河南省
总队司令员。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
公安厅厅长许甘露出席会议并讲话。大
会由武警河南省总队政委徐元鸿主持。

姚立功副政委在讲话中要求，武
警河南省总队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建
军，确保部队坚定看齐追随；要着眼维
稳大事，下力提高遂行任务能力；要围
绕强基固本，不断增强部队发展后劲；
要建设过硬班子，充分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全面推进武警部队的各项建设。
许甘露在讲话中表示，河南省委、

省政府坚决拥护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
决定。希望新的总队领导班子在武警
部队党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团
结带领全体官兵，努力按照强军目标要
求建设一流部队。要大力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确保全体官兵绝对忠诚可靠；
要不断提高能打胜仗能力，忠实履行职
责使命；要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全
面提高正规化水平；要切实加强党委班
子建设，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河南
省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
持武警总队的发展建设。③5

武警河南省总队主要领导调整
姚立功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
许甘露出席大会并讲话

（上接第一版）让网络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在商事制度改革上，要依托河
南自贸试验区平台重点突破、大胆探
索，力争为全省乃至全国改革趟出路
子、创造经验。

会议原则通过了《河南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食品小经营店和食品摊
贩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决定经修改

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
出，小作坊、小店铺、小摊贩等食品产
业中的“三小”为满足市场供应、扩大
社会就业、方便群众生活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企业违规成本
低、质量安全事件多、监管执法难度
大等诸多问题。此次对现行管理办
法进行修订，体现了从严要求，符合

中央精神、群众愿望、河南实际。在
下一步实施中要依法规范，按照《修
订草案》明确的经营规模、经营场所、
卫生条件等相关标准，做好规范落实
工作。要集中整治，以办法修订为契
机，广泛宣传相关政策的同时，认真
规范整顿“三小”，创造良好食品安全
环境。要严格监管，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是执法主体部门，相关部门配合
协助，共同负责，让百姓吃得安全、吃
得放心，加快推进河南食品安全大省
建设。

会议原则通过了《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法>办法（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
他事项。

省领导翁杰明、徐济超、王铁、
张维宁、舒庆、徐光、戴柏华出席会
议。③5

贯彻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上接第一版）涌现出一些创新做法和
典型经验。目前，河南工会改革正按
照中央部署要求，积极稳妥推进。

王炯强调，要以全国总工会这次
督查调研为契机，深化思想认识，把坚
决落实中央改革重点任务作为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重
要体现，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强烈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加有力的举措，确

保改革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坚持
问题导向，着力抓好工会自身改革、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中央有关文件
贯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党
的群团工作联席会议作用，落实党建
带群建制度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弘扬
务实作风，切实改进创新工会工作，不
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省总工会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汇报了工作情况。③7

全国总工会来豫督查调研工会系统
落实中央改革重点任务情况

本报讯（记者 冯芸）6月 14日，省
级老同志“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
十九大胜利召开”和“建言十九大”座
谈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徐光春、任克礼、范钦臣
等省级老同志们，畅谈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发生的
巨大变化，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认真
听取发言后，孔昌生说，各位老同志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衷心拥
护，对十八大以来的新成就新气象新变
化充分赞誉，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体现了不忘革命初心、永葆政
治本色的可贵品质，展现了对我们党优
良作风的传承和弘扬。

孔昌生高度评价了老同志对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

实现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任务，需要
老同志继续支招给力。希望老同志们
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
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特别是对关系河南发展全局的重大
问题及时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在深化正
能量活动中身体力行、示范引领。

孔昌生强调，老干部工作部门要
深入推进正能量活动，把老干部爱党
忧党、兴党护党的真诚愿望充分表达
出来。要不断提升老干部工作水平，
在政治上尊重老同志，在精神上关心
老同志，在生活上照顾老同志，做到让
党放心、让老同志满意。

省级老同志刘广祥、秦科才、张世
军、李志斌、张以祥、贾连朝、郭国三、
张涛、李道民、王尚宇、王明义、张程
锋、李新民、王平等参加座谈会。③5

畅谈变化展望未来
倾心建言助力发展
孔昌生出席省级老同志“畅谈”“建言”座谈会

6 月 13
日，共青团平
顶山市湛河
区委组织志
愿者开展“预
防网络诈骗”
活动，让老人
们提高防范
意识，远离网
络诈骗。⑨6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