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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葛荣亮）1月 17
日，从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该公司“华
光绿色金属印刷整体解决方案”获专家论证通过。在产品
发布会现场，乐凯华光和多家公司签订了产品合作意向书。

“华光绿色金属印刷整体解决方案”不仅解决了传统
溶剂型印铁制罐工艺中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及高
能耗问题，还解决了传统溶剂型涂料焊缝外补过程中焊缝
容易生锈、甚至影响产品货架寿命等功能性问题，填补国
际空白，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有望实现商业化应用。该
整体解决方案是乐凯华光集成创新的又一成果。多年来，
乐凯华光不断推进向印刷上下游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战略
步伐，促进公司转型发展。

2017年3月，在对行业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公司携
手雅恩新材料筹划成立乐凯华光绿色金属印刷项目组。不
到8个月的时间内，项目组解决了配方研究、工艺研究、装备
研究、质量检测与控制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成功打造出全球
唯一的金属印刷专用UV白可丁智能化印涂固化生产线以
及印铁UV白可丁产品。7

1.困难群众患门诊慢性病、重特大疾病

门诊病种、住院病种的实际报销比例分别

提高25%、14%和10%以上。

2.免费开展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已全部完成省定目标。

3.截至去年12月31日，全市享受残疾

人两项补贴对象共 168362 人，共发放

两项补贴1.19亿元。共发放孤儿基本生

活费3288.35 万元。城乡低保累计支

出约2亿元；农村低保金累计支出约6.7
亿元。

4.新增各类就业13.8万人。

5.改善贫困地区940所薄弱中小学校

办学条件，完成率超过119%。

6.截至去年12月31日，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全市290个中心村（小城镇）电网

改造升级，417个贫困村通动力电，1901
眼农田机井通电。

7.全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达50%。

8.提前完成省定优良天数205天目

标任务。

9.全市禁养区内养殖场去年10月底已

全部关闭或搬迁，非禁养区养殖场粪污设

施配套完成76%，超过省定任务。

“数”说落实
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褚清欣

“要是没有驻村工作队的帮助，我这把老骨头都不知道
还能撑多久。”1月19日，说起自己的生活，唐河县桐寨铺镇
碾盘桥村的顾廷玉老人泪眼婆娑。

71岁的顾廷玉常年和老伴相依为命，老两口体弱多病，
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每个月就靠几百元的低保金生
活。去年秋天，老伴李小粉患病住院，更是让老两口的生活
雪上加霜。李小粉病逝后，如何安排后事，顾廷玉对此一筹
莫展。闻知此事，碾盘桥村的结对帮扶单位南阳市民政局
的帮扶干部来到老人的家中，帮助料理李小粉后事，还为顾
廷玉老人送上5000元临时救助金。

在碾盘桥村，和顾廷玉一样的贫困户还有80户，他们
都是南阳市民政局结下的“穷亲戚”。为王克学的儿子办理
助学贷款手续；自掏腰包多次带孤寡老人王秀勤去看病；为
贫困户宋长秀的子女上户口……结对帮扶的一年多时间
里，南阳市民政局累计为帮扶对象捐款捐物20多万元、解
决实际困难50多项。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老百姓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脱
贫。为此，驻村工作队不仅为每家每户制订了脱贫致富计
划书，还协调两家企业为碾盘桥村委捐赠村部建设资金50
万元和价值3万余元的办公设备及文化设施等。希望新建
设的村委会，能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他们不仅给我们送来了温暖，也点燃了我们对美好生
活的希望。”顾廷玉老人说。7

民政局结下“穷亲戚”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郑娜）1月 17
日，记者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在该市第九次“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等系列涉农维权活动中，南阳两
级法院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358件，涉及农民工855
人，涉案金额7124.69万元，结案277件，为642名农民工追
回劳动报酬4362.58万元。

为更好地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南阳市两级法院
多次深入到卧龙、邓州等地走访企业和工地，与农民工面对
面交流，倾听农民工的呼声。全市两级法院全部开通涉农
案件绿色通道，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优先立案、优先
审理、优先执行原则，快速办理涉农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
序、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缩短办案周期，并依法为经济
困难的农民工当事人减、缓、免交诉讼费用。

此外，南阳两级法院还加大对其他涉农案件的处理力
度，受理涉农民工返乡创业案件173件，涉案金额2271.45
万元，审结105件，依法服务和保障278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受理“三留守”人员维权案件 337件，涉案金额 1743.12万
元，审结289件，有效维护了621名“三留守”人员的合法权
益。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月 18日，记者获悉省水
利厅命名全省第三批“水美乡村”，共 26个。南阳市方城
县拐河镇、西峡县太平镇和淅川县毛堂乡龙泉村等3个村
获得该称号。

全省“水美乡村”建设，始于2014年，旨在要求各地把
水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改善乡
村水生态环境，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到 2020年，在全省力争建成 100
个以上省级水美乡村和一批市、县级水美乡村。据悉，“水
美乡村”实行优胜劣汰动态管理,获得省级水美乡村命名
的，省水利厅将给予适当奖补资金，用于水环境整治和维
护，经抽检,对成果不能巩固的取消命名。按照要求，“水
美乡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在 90%以上，70%
以上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目标或景观用水标准，水系通
畅，坡整岸绿，生态自然，日常管理到位，水质良好，长年保
持河水清澈等。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经有3批共61个村获省级水美乡
村命名。其中，内乡县余关乡黄楝村和方城县赵河镇分别
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被命名为“水美乡村”。7

全省第三批“水美乡村”出炉

南阳3村镇榜上有名

乐凯华光集成创新成果

填补国际空白

南阳市两级法院助力农民工讨薪

追回4000余万元“血汗钱”

2017·南阳

说民生亮点 晒“幸福账单”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司马连竹

民生无小事，每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都有关乎民生的诸多工作，每一件民

生实事都是政府对百姓沉甸甸的承诺，每

一项民生工作都寄托着百姓对政府深深的

期待。告别 2017年，我们盘点南阳市的

“民生清单”，从中选取几个片段，展现群众

的幸福瞬间。

“我在2017年害了一场大病，到医院检查，需要做
肺大泡切除手术。听说做这个手术需要四五万元钱，一
家人都发愁。8月份，我在南阳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手术，
前后20天，医疗费总共4.5万元，报销后个人自费部分
不到一万元，家里人都说多亏了医保救助。”

1月15日，方城县赵河镇吴庄村的贫困户张付栓道
出2017年的幸与不幸。不幸的是身染疾病，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幸运的是南阳实施医保救助工程，
经过四次报销，张付栓全部医疗费用的80%得到报销，
目录内费用报销比例达92%。

2017年7月份以来，南阳市创新实施医保救助工程，
在原有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
的基础上针对困难群众进行“第四次报销”。困难群众门
诊慢性病报销比例在 90%左右，门诊大病报销比例在
93%左右，住院报销比例在81%左右。自实施以来，南阳
医保救助工程累计补助260438人次，补助金额1990.85
万元，有效阻止了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家住新野县的宿成瑞同样是医保救助工程的受益
者。去年7月份，当得知自己患上宫颈癌的消息，宿成
瑞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住院治疗总花费7917元，报
销6105元。”宿成瑞说，“现在的政策真是好，报销手续
还简单，不用来回跑冤枉路。”“医保救助”让南阳市农村
困难群众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安心治病、安心生活，被
称为百姓的“暖心工程”。

“内河治理以后，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碧水绿地。
环境变好了，蚊蝇就少了，去年夏天，家里用了几十年的
蚊帐也收起来了。平时，跟老伴儿在河边的小路上散
步，都觉得空气比原来清新。”家住南阳市区汉城河附近
的赵素琴大妈谈到2017年生活的变化，抑制不住内心
的喜悦。

2017年，南阳市汉城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工程全
部完成，不仅是挖淤修河，还增加绿地2.4万平方米，新
增水域面积5.6万平方米，同时修建双侧人行步道4公
里，相当于建设一个穿城而过的带状公园。像赵素琴一
样，越来越多的南阳人喜欢在内河沿线锻炼身体，沿途
的景观长廊彰显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

山环水绕、绿意盎然、充满活力的生态园林城市不
断刷新着人们的幸福指数。去年，南阳新增乔木18万
株，新建游园 22个。全市 147个公园游园及内河沿线
遍种绿植，绿地率36.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38平方
米。不光是街道路面，在楼顶屋上，绿化工作也进行的
有声有色。在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综合服务中心办
公楼的屋顶，绿色植物覆盖了灰色的屋顶，舒心优美的
屋顶花园得到服务中心和周边群众的一致点赞。2017
年，南阳中心城区165家单位完成屋顶绿化，新增绿化
面积 16万余平方米，相当于新建了一个 240多亩的大
公园。一座座“空中花园”有效增加绿量的同时，营造了
优美的屋顶景观。

如果要问环境保护中哪一项工作的成效能够让百
姓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一定是蓝天白云。“什么是环境
好？那不就是天蓝气清，没有雾霾。”采访中不少市民的
回答简单而直接。

可喜的是，2017年，蓝天白云在南阳“逗留”的时间
更长。去年，南阳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235天，

“南阳蓝”比2016年增加了36天。这抹“南阳蓝”不仅让
南阳的市民们为之骄傲，更让不少外地的客人留恋。

“城区内被清澈的白河环绕，天晴的时候天空蓝得
透彻，在这里休闲、养老会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是长
期在北京工作的王淑贞对南阳的第一印象，去年9月，
偶然一次出差的机会，她被南阳连日秋高气爽的天气所
吸引，决定在南阳购买一套别墅用来休闲。

“南阳蓝”的背后是多个部门和群众付出的百倍努
力。施工扬尘、渣土车及露天烧烤、“小散乱污”企业、燃煤
散烧、庭院绿化、黄标车淘汰等6个专项整治办公室打响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从推广清洁能源入手，全市先后建成
8个洁净煤生产仓储中心、108个洁净煤配送网点，洁净型
煤能力建设网络体系基本能够实现全覆盖；完成省定86
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拆改任务；完成“气代煤”“电代
煤”6万户；整治取缔“小散乱污”企业3486家；淘汰黄标车
5842辆。2017年，南阳市级财政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超
过60亿元。2018年刚刚开始，南阳市就又在市中心城区
（高速环线以内）实行大气管理新“十禁止”。所有的付出
只为让南阳百姓在新的一年享受更多“南阳蓝”。7

打开多媒体电子黑板，刚刚完成测验的试卷清晰显
示出来，老师通过手写屏幕直接进行批改。1月 17日，
在镇平县老庄镇中心小学的教室里，语文老师张丽丽正
通过现代化教学仪器和学生互动。如今，这所小学和城
市小学一样，建起了运动场和学生食堂，这是南阳市实
施“全面改薄”项目为农村学校带来的变化。

2017年，为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南阳市先后投入24.43亿元实施“全面改薄”
项目，全市校舍类项目开工1919个，竣工1759所，开工
率、竣工率、设施设备购置率位居全省第一，农村中小学
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政府对乡村学校的投入越来越大，作为教师，更应
该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更好的教育。”卧龙区英庄镇柳
家泉村移民小学的马玉鹏老师感慨道，他本是河北石家
庄人，27岁离乡任教至今，学校环境的日益改善，让他扎
根奉献的决心更加坚定。

为提升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南阳市全年开
展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免费培养计划和贫困村小学全科
教师素质提升培训，分别培训全科教师487人、贫困村
小学教师 874名。市政府每年拿出 500万元重奖优秀
教师，各县区在此基础上继续“添砖加瓦”，仅淅川县就
拿出1200万元奖励教师队伍。全市先后发放“两免一
补”资金13.14亿元，收益学生210万人次，对学前教育、
普通高中、中职免学费及助学金进行精准资助，共发放
资金2.13亿元，24万学生受益。

“以前一到雨雪天街上都是泥巴，平时不走亲戚
都不想回家。现在镇里把街道加宽了，还增添了红绿
灯，每天都有客车往来，生活和城里一样方便。”1 月
16日，宛城区金华镇的一条街道旁，舞蹈教师李晴正
在自己开设的培训室指导学生排练舞蹈。出生在金
华镇的李晴原本在南阳市区开办了几家舞蹈学校，随
着城乡道路交通环境“大变样”，她决定回老家拓展事
业，“从城区到老家只要几十分钟，有什么事说走就能
走。”

像李晴一样，更多的城乡居民正在乐享交通发展带
来的民生实惠。2017年，南阳市在城乡道路客运一体
化和交通扶贫行政村通车方面“铆足了劲甩开干”。原
本有227个不通班车的偏远乡镇行政村，通过开通预约
班、假期班、赶集班，客运班车开到了村民“家门口”。如
今，群众出门不到2公里就能坐上车，宽阔平整的道路
让老百姓走路坐车都安心。

与此同时，南阳中心城区交通基础设施也在发生
着“脱胎换骨”的变化：当年开工建设 15条道路，新建
建设西路、梅溪南路、北京路南延等 8条道路，续建光
武中路、两相东路等 7条道路；按照建设“公交都市”
要求，南阳市新增 200台公交车，新开 5条线路、加密
15 条线路，南阳中心汽车站、卧龙停保场、方庄枢纽
站等一批城市交通枢纽场站开工建设，一张“城区半
小时通行、所有县区一小时抵达”的“大交通”网络正
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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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居民乐享“大交通”便利

月季花开醉南阳

“医保救助”惠及南阳万千家庭 资料照片 改造后的内河成为南阳城区的一道风景线 资料照片

各界为改善乡村留守儿童教育环境努力 王维纲 摄 美丽乡村中宽敞便利的公路通往家门口 资料照片 天蓝水清的南阳 王维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