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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长治久安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就综述

04│要闻

禹州“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百姓眼中的百城提质

汝州“现在的日子真舒坦”

02│要闻

今日社评

幸福在“提质”中绽放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世界解读

本报讯（记者 冯芸）8月 10日，省
委副书记王炯到郑州市检查征兵工
作，看望征兵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和
应征青年。王炯强调，要高度重视，持
续深入宣传，完善落实政策，严格审查
把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征兵任务，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军区司令员周利一同检查。

王炯一行来到设在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的二七区征兵体检站，在征兵
信息公示栏、征兵体检须知等展板前
驻足，详细了解征兵工作进展和政策
落实情况；在家属等候区，对应征青年
家属送孩子献身国防事业表示感谢。
随后王炯走进内科、眼科等科室，认真

听取体检流程介绍，对体检站配强体
检力量、对体检医生进行标准化培训
的做法表示肯定，对医生的辛勤工作
表示感谢，叮嘱他们严格把好第一道
关口，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王炯还
与应征青年亲切交谈，希望他们实现
愿望，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意
志、增长才干、报效祖国。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炯听
取了郑州市和二七区征兵工作情况汇
报，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给予肯定。
他指出，河南作为全国兵员第一大省，
征兵任务完成好不好、质量硬不硬，直
接关系全国征兵工作大局，直接影响
部队战斗力生成。（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宋敏）异地就医时，
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用，等出院后将相
关住院资料及证明带回参保地报销。
这样的麻烦事正逐渐成为历史。

近日，青海省医保参保人、73岁的
患者刘女士从新乡市中心医院出院
了，她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14天，总花
费 51000余元，通过国家跨省异地就
医结算平台完成了住院医疗费用即时
结算，个人只负担4500余元。

无论是省内、还是跨省，这样的案
例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参保人员享受
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利。8月 10
日，记者从省社会保障局获悉，目前，我
省已完成所有统筹地区与国家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系统联网对接，上
传异地居住备案人员信息15677条，开
通省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
疗机构分别达145家、91家。

可以实现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

算的 91 家医院中，三级医疗机构有
71家，包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
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等 ，占 全 省 82 家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的
86.59% 。 参 保 人 员 可 以 登 录 网 址
http://si.12333.gov.cn 实时在线查
询最新地区及定点医疗机构开通情
况。

我省建立了省级跨省异地就医财
政专户，作为参保地已向28个省份拨

付预付金2975万元，作为就医地已接
收22个省份预付金916万元。通过国
家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我省已完
成 130 例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病
例，其中作为参保地直接结算97人次，
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187.85万元；作为
就医地直接结算33人次，直接结算医
疗费用75.26万元。

今年起，我省实施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省18个省辖
市、10个省直管县(市)均已开通省内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上半年，全省城镇
职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患者4.09
万人次，直接结算医疗费用5.27亿元；
城乡居民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患者
126.98 万人次，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70.08亿元。②8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8月 9日至
1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到许昌禹州市和襄城县调研，
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上半年
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质量效益谋转
型、瞄准市场需求促改革，坚定不移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狠抓落
实，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结构转型，确
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谢伏瞻先后到禹州市、襄城县调
研，深入产业园区、贫困乡村和特色小
镇，察看企业生产、脱贫攻坚和城镇建
设，了解转型升级、市场开拓和经营效
益等情况，指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入驻禹州市医药健康产业园的天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以青蒿
素为主的中药提取以及中药饮片、制
剂的生产。谢伏瞻走进产品展厅和生
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市场需求和青
蒿种植效益等情况。谢伏瞻指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满足需求，核
心是提高产品供给质量，青蒿素的市
场需求量很大，希望企业紧紧围绕市
场需求确定产品发展方向，早日做大
做强。华洋发动机制造公司引进德国
先进技术和智能设备提升产品质量。
谢伏瞻在微车发动机动力总成项目车
间希望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重视品
牌建设，拉长产业链条，拓展市场销售，
产业转型升级的气魄大一些、步子快一
些。禹州统一电器公司引进德国克莱
斯冷藏汽车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生产

轻量型高端冷藏汽车。谢伏瞻对产品
个性化定制发展路子给予肯定，希望企
业紧盯高端市场，着力提高效益。

在禹州市智汇街区项目，谢伏瞻
参观了禹铨大数据研究院项目和北京
易讯投资建设的 VR+AR 产业园项
目，了解大数据采集应用、服务企业等
情况。谢伏瞻说，发展大数据要用市
场化方式吸引客户，希望入驻企业围
绕大数据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数
据开掘、市场销售、成本管理、赢利模
式等方面创造经验，为河南企业提供

更好服务。谢伏瞻指出，禹州市过去
的主导产业是煤电能源，要注重改善
营商环境，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通
过产业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谢伏瞻考察了禹州市文化产业
园，了解钧瓷工艺制作和产业培育情
况，察看神垕镇老街改造，对特色街区
景观绿化美化和钧瓷旅游产品开发给
予指导，对神垕镇发展文化旅游方向
给予肯定。他说，推动制造业向高端
迈进是转型，促进二产向三产转移也
是转型，能有效解决群众就业；旅游是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百姓消
费热点，神垕镇自然风貌好、文化底蕴
厚，要把弘扬钧瓷文化和古镇旅游开
发有机结合起来，开发和保护并重，加
强宣传推介，完善配套服务，吸引更多
游客；要充分发挥钧瓷产品的个性化
特色，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

在襄城县考察时，谢伏瞻先后来到
襄城县万杰智能、平煤神马集团首山化
工、河南硅烷科技、平煤隆基新能源等
公司察看，关心循环经济发展和企业
改革职工转岗安置。（下转第二版）

谢伏瞻在许昌市调研时强调

加快产业升级 推动结构转型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8 月 10 日，
省委书记、省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谢伏瞻在许昌市
襄城县平煤隆基
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调研企业转
型升级情况。⑨7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我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全覆盖
91家医院可跨省直接报销

王炯在郑州市检查征兵工作时强调

深入宣传 落实政策 严格把关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征兵任务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李松战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洛
阳分赛区暨 2017洛阳创业之星大赛
刚刚落幕，2017年“创客中国”河南省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洛阳分赛又闪
亮登场。

中国（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
赛复赛分别在北京、深圳、上海、洛阳
四个赛区展开晋级大战，洛阳北航科
技园紧张筹备“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洛
阳分站活动……

如火如荼的创新创业大赛一场接
一场在河洛大地上演，点燃了老工业基
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情，为洛
阳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增添了新的动力。

政府搭台，创业者圆梦

在2017洛阳创业之星大赛颁奖典
礼上，几个稍显稚嫩的面孔引起了大家
关注：今年高中毕业的裴筱慕和伙伴们
带来了“教育行业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项目，学生戴上VR眼镜足不出户就能
在虚拟教室中和老师进行互动。该项
目荣获大赛“最具创业精神奖”。

像裴筱慕一样，有志于创业创新
的人，可以轻松地在洛阳找到实现梦
想的舞台。

8月 10日，记者在洛阳采访时了
解到，4月份启动的 2017洛阳创业之
星大赛异常火爆，吸引了国内外创新

创业者踊跃参与，参赛团队、企业达
480 家。该大赛的获奖项目可获得
303万元资金支持、享受洛阳市政府和
洛阳高新区的创业扶持政策，经过赛
后培育，单个参赛企业的项目还可获
得数额不等的奖金，最高达195万元。

组织好重大展会赛事是洛阳市构
建现代创新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建成全省领先的成果转化先行
区”重大专项的重点任务。该重大专项
提出，洛阳市将以推动技术合作、技术

交易、成果转移转化为主攻方向，切实
加强技术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好全国创
新创业大赛、直通硅谷大赛、中国洛阳
（国际）文化与科技创意博览会、创业之
星大赛等大型展会赛事活动。

位于洛阳北航科技园的洛阳拓博尔
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刚满一年，该公
司与中车洛阳机车公司联合研制的世界
首台电驱轨道铣磨车样车设计接近定
型，有望填补轨道铣磨设备市场空白。

（下转第四版）

洛阳 古都涌动创新潮

——郑洛新自创区建设进行时

引领引领 跨越提升跨越提升

□本报记者 屈芳 谭勇

8月 10日，持续三天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工作推进会正式拉开帷幕。

推进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观摩。由省长陈润儿
带队，包括各省辖市市长、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43个县(巿)长在内的观摩团，要利用两天半的
时间，现场观摩5个市县的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实施
情况，学经验、找差距、提建议、鼓干劲。

观摩团首日来到汝州、禹州。

小公厕里看“提质”

汝州、禹州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老城改造
是提质的重点也是难点。

在汝州，安排的一项观摩行程是“看公厕”。
蔡庄社区公厕的高标准把观摩团成员们“震住

了”：这里不仅空调、手纸、坐便器旁边的紧急呼叫按
钮等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供家庭使用的第三卫生间，
有为未成年人准备的小洗手池……

“老城区公厕短缺是长期困扰百姓生活的老大
难问题。”当地有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说，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推开后，他们下决心解决这一难题，利用行
政单位临街门面房改造、拆违新建、小片闲置空地新
建等方式，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起了38座公厕。

“小公厕有大民生”，陈润儿对汝州市的做法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说，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百城建设的

“提质”方向。如厕难、停车难、出行难，都是百姓十分
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城市特别是老城区供给服务中
的突出短板。要通过提质改造，还厕所于民、还车场于
民、还绿地于民、还服务于民。

除新建公厕外，今年以来汝州市还建成了社区
游园63个、停车场28个，初步改善了原来老城区缺
公厕、缺游园、缺停车场的状况。

两条街的改造

禹州市有条颍河大街，是老城区的干道之一。今
年4月份，这条街还是一派“天上电线乱扯、建筑物外
立面杂乱、小贩挤占街道”的乱象。经过短短3个多月
的改造治理，它以一副全新面容呈现在观摩团成员面
前：街道整洁了，强弱电入地了，特别是建筑物外立面，
以统一的仿面砖涂料和轻型钢结构框架挑檐，搭配传
统建筑符号，老街的历史纵深感一下凸显了出来……

起源于明代的汝州市中大街，保留着大量明清建
筑，有张公巷等51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上曾是汝州繁华的“十里长街”。但因建筑年久失修，
街道通行不畅，群众生活一度很不方便。就在上月，当
地启动了中大街历史特色街区的改造提升工程。

“项目方案一出，就得到了沿街居民的积极响
应。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就顺利搬迁了，居民还主动
送西瓜、送绿豆水给施工队，期盼着老街早一天改造
完成。”项目负责人感慨地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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