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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4月 2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日前
下发《关于下达全民健康保障工程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我省47个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
设项目将获得中央18.06亿元计划投
资，着力解决群众最急迫、最亟须的
医疗卫生服务问题。

据介绍，我省全民健康保障工程
47个项目包括：商丘市宁陵县人民医
院二期建设内科病房楼建设项目等
35个健康扶贫工程，以此带动基层和
贫困地区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逐步
缩小城乡、地区基本医疗服务差距；
信阳市罗山县妇幼保健院迁建新建
综合楼建设项目等 4个妇幼健康保
障工程，重点强化危重孕产妇救治与

新生儿救治能力，保障妇女儿童公平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许昌市
长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建
设项目等 7个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主要提升产科、中医等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建设
项目1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注重
促进中医药服务资源和临床科研有
机结合，有力改善中医药传承创新条
件。

省发改委要求，各地发改部门要
会同卫生计生、中医管理部门严格落
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属地监
管责任，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
查，重点检查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施
工进度、工程质量等。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4月2日，中铁
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喜讯，其
旗下位于郑州市的中铁装备集团已完
成超大直径15米级岩石隧道掘进机
（TBM）的研发，打破了最大直径14.4
米的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岩石隧道
掘进机研制技术已实现全球领先。

据悉，早在2001年，盾构关键技
术就被列入“863计划”项目。2008
年 4月，我国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

“中铁 1号”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
在新乡下线，并成功用于天津地铁1

号线施工，以此为起点，我国盾构机
自主研发不断实现跨越。

近年来，为实现大直径TBM领
域的突破，中铁装备的创新团队逐步
攻克了TBM整机机电液集成控制技
术、TBM滚刀刀圈耐磨增韧技术、长
距离硬岩环境下高效掘进技术等难
题。在 15米级超大直径 TBM 的研
发道路上，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
题，最终实现了完全具备复杂地质条
件下超大直径TBM整机技术和制造
实力的目标。③6

本报讯（记者赵同增通讯员李小艳
宋欣欣）3月 29日上午，新乡市红旗
区洪门镇骆驼湾社区成功选举出新
一届社区居民委员会，完成换届选举
工作。经确认，这是我省首个完成换
届选举工作的村（居）民委员会。

红旗区村(社区)“两委”换届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张丽燕告诉记者，红
旗区此次换届选举主要有三大“亮
点”：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
辖区41个村、35个社区居委会进行财
务审计，并对审计报告进行公示，实现
财务审计“全覆盖”；为每个村（社区）
选配一名联系律师，随时联系、随时解
答，提供法律支持；由纪检、信访、公安
等8个部门进行“资格联审”，把不合
格的参选人挡在门外。

据介绍，今年年初，新乡市红旗
区、郑州市中牟县、开封市通许县被确
定为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试点，先行一步开展换届选举工作。

据悉，这次换届选举是全省首次
统一安排部署的村(社区)“两委”换
届。此次换届，原则上按照先党组织、
后村(居)民委员会的顺序统筹进行，并
建立健全村(社区)“两委”配套组织。
根据要求，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在3月至6月进行。

张丽燕说，作为全省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试点，红旗区将
继续夯实责任，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为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全
面铺开积累经验。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汪冰冰）
4月 2日，随着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
区管委会为洛阳市天俊印刷工业有限
公司（下称天俊公司）颁发出“印刷经
营许可证”，我省首个“证照分离”改革
事项正式办结。原本需要至少7个工
作日才能办完的事如今只用了2天，行
政审批效率极大提高。

今年1月，我省下发《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方案》，要求在自贸试验区内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进一步破解“办
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
要求自贸试验区要敢为人先、积极探
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释放企业创
新创业活力。

根据要求，洛阳片区按照“直接取
消审批；由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制；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
入监管”等形式开始“证照分离”改革。

“此次天俊公司办理的事项，为包
装装潢印刷品企业地址变更业务，属
于‘证照分离’改革中的‘告知承诺事
项’。”洛阳片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负
责人程欢说，根据改革后的办法，行政
审批局向申请人提供告知承诺书示范
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审批条件和
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人承诺符合审
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签署承诺书，
即可当场受理。

“3月 29日，我到洛阳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办理许可证，因为材料准备不
够，就先签署了一份‘告知承诺书’，承

诺事后会补齐材料，工作人员当场就
受理了申请。审批局第二个工作日到
公司来勘验，我们现场补齐了剩下的
资料，勘验通过后，审批局现场发放了
许可证。”说起这事，天俊公司负责人
梅林十分感叹。

梅林说，这张许可证的发出，距离
他的申请，只隔了一个工作日，而同样
的事项，在“证照分离”改革实施前，他
需要提前申请，等待受理、查验、审批、
发证等至少 5个环节、7个工作日，并
且会因为材料不齐等跑很多趟。

“通过一份承诺书，企业明白了自
己的义务，并作出承诺，避免了因为材
料来回折腾；同时我们承诺在4个工作
日内完成受理和现场勘验，勘验无误
后现场就发证，企业也不用为领证书

再跑趟，这就为企业开展经营省去了
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程欢说。

一份承诺书，不仅为企业减了负，
也让政府服务部门的行政审批效率大
大提高，“办事企业来回折腾，工作人
员自然也跟着折腾。改革以后，工作
人员服务一个企业的时间周期变短
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可以办理多出
好几倍的业务，审批效率自然就高
了”。程欢说。

据了解，自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以来，洛阳片区逐一优化流程，简
化环节，取消许可类审批事项5项，审
批改为备案2项，实行告知承诺40项，
在逐步改变传统窗口审批模式的同
时，正在为片区企业提供更加方便、高
效、优质的行政审批服务。②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曾经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村，如今
搭上‘一带一路’快车，年创外汇1600
万美元。太不可思议了！”近日，记者在
沈丘县刘湾镇大陈庄村采访时，听乡亲
们聊到这样一个引以自豪的话题。

大陈庄原本是国家级贫困村，位
于豫皖交界处。全村454户 2611人，
贫困户153户。

4月 1日，记者慕名走进位于大陈
庄的永盛服饰有限公司，但见各个车
间机声作响，工人们忙碌有序。

在成衣车间外，一辆辆装满西服
的货车，正准备发往香港。“几天后，这
批西服会出现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
市场上。陈伟这孩子了不起！”货车司

机老梁跷起了大拇指。
今年36岁的陈伟，是永盛服饰公

司的创办人。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从
学校毕业后，陈伟离开家乡赴沿海打
工。在广东一家服装厂，他凭着踏实
苦干，由普通工人到企业中层。几年
打拼，事业小有成就。

“要为家乡和乡亲们做点事情。”
2007年，陈伟返回大陈庄创办了永盛服
装加工厂。这下村里热闹了，乡亲们致
富无门，都想在家门口进厂上班，而当时
企业只能容纳20多人。如何把企业做
得更大，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找到挣钱
的门路，这事一直萦绕在陈伟的心头。

2009年，香港正汇集团和永盛服装
加工厂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订单纷至
沓来，加工厂做大“蛋糕”的机会来了。
陈伟抓住这一契机，马不停蹄扩建厂房、

增加设备，将加工厂更名为永盛服饰有
限公司，下设3个服装分厂，安置下岗职
工60多人，吸纳当地农民1400多人。

几年来，通过与香港正汇集团的
合作，永盛服饰公司已拥有32家稳定
供应商，产品出口扩大到欧洲14个国
家。去年企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实
现创汇1600万美元，坐上了沈丘县出
口创汇“头把交椅”。

记者走进位于二楼的服装加工、
整理车间，数十名妇女正忙个不停，加
工的服装有西装、西裤、马甲、衬衫等，
一套套熨烫整齐的成衣挂在一排排衣

架上。“这几天工人们正忙着赶工，有
一批订单快到交货时间了。”陈伟告诉
记者，“‘一带一路’建设，真是商机无
限。看到乡亲们一天天过上好日子，
我心里挺有成就感。”

陈伟介绍说，企业目前已吸纳周
边残疾工人65名、特困群众187人，带
动 4000 多户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
大陈庄更是全部脱贫。“时下，乡村振
兴的战鼓已经擂响，公司将继续抓
住‘一带一路’机遇，争取引领乡亲们
多创外汇，让大陈庄疾步走上康庄大
道。”春光下，陈伟一脸朝气。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全校师生全
部驻足，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这幅曾经
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集体点赞的
画面，几乎每天都会在全国文明校园
郑州市东风路小学出现。东风路小学
自 2014年起打造“国旗飘飘”升旗课
程，让爱国主义教育更深入、持久、生
动，为学生打亮“人生底色”。

4月 2日，东风路小学举行以“清
明”为主题的升旗仪式。升国旗唱国
歌等传统环节之后，是清明节主题展
示时间。“清明是缅怀先烈的庄严节
日。我们缅怀先烈，不仅仅是为他们
生命的消逝而悲叹，更是被伟大的生
命价值所震撼，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唯
有自强不息，努力学习，才能无愧烈士

用鲜血染红的国旗。”四（4）班同学赵
志丹在国旗下的演讲令人动容。

“升旗仪式是传播爱国主义精神、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主阵地之一，
为了利用好这一阵地，我们在保持升
旗仪式规范、严肃的前提下，加入歌唱
祖国、国旗下演讲、班级风采展示等环
节，将其做成德育‘课程’，为孩子打
亮‘人生底色’。”该校副校长王中华
说。

学生成为深度参与的“主角”，让
“课程”更深入。全校公开选拔国旗护
卫队，由部队教官进行培训；荣誉升旗
手由班级品学兼优的学生轮流担任；
仪式每周由一个班级统筹，主持、演
讲、节目编排主要由学生完成，快板
《谈环保》《我们身边的小雷锋》、评书
《精忠报国》、校园剧《我是评委》等节

目，在提高同学自信的同时使得道德
教育更走心。

与主题班会、综合实践等衔接，让
“课程”更持久。今年1月8日，学校开
展“缅怀周恩来总理”主题升旗仪式，
并在当天下午举行“讲周恩来故事，学
总理精神”主题活动；清明节前，老师
带领孩子走出校门在烈士陵园开展祭
扫烈士墓活动；依托学校网站、学校微
信公众平台、《飞翔》校报、《稚芽萌动》
校刊、红领巾广播等媒介做好宣传，与
升旗仪式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合力。

不断丰富主题，让“课程”更生
动。少先大队部围绕学年德育目标拟

定每周升旗仪式主题，并围绕我国取
得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伟人诞
辰纪念日、中华民族传统节庆等展开，
在变化的主题中培养孩子不变的爱国
主义情怀。

学校还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结合在一起，把
教师、学生的表彰活动浓缩在升旗仪
式的30分钟里，最大限度地激发老师
和学生的荣誉感。

在东风路小学，每周一的升旗仪
式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一堂课，一颗
颗爱国主义的种子借此在孩子们心中
生根发芽。③6

提高审批效率 释放企业活力

我省办结首个“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贫困村搭上“一带一路”快车

郑州市东风路小学

升旗课打亮“人生底色”

新乡骆驼湾社区率先完成
村（居）民委员会换届

47个健康保障项目获中央支持

“郑州造”岩石隧道掘进机破纪录

“环保村”：果皮菜叶变“宝贝”

3月30日，安阳高铁站站前广场，游客在花丛中拍照。春日，这里鲜花绽
放，生机盎然，吸引众多游客来此踏春赏花。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3月 30日，记者来到沁阳太行办
事处东沁阳村。村委会院内的角落
里，堆满了一个个一米多高的大桶，掀
开，只见果皮、蔬菜等垃圾混合在一起。

“是不是味道不太好闻？”驻村第
一书记张发军笑着问，他用手拨了拨
最上面的一层浮沫，“这对女孩子来
说可是最天然的美容面膜啊。”

张发军介绍，果皮、菜叶等新鲜
的厨余垃圾和红糖、水按照一定比例
发酵三个月，就做成了环保酵素，可
以用于改善土壤、清洁家居等。“擦桌
子、洗碗、清洗下水道，稀释一下，就
可以直接使用。市面上的酵素牙膏、
酵素面膜就是这类产品的深加工。”

“现在村民都做环保酵素，每天早
上还有环保义工小组去收集、二次分
类，全村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该村村支书王东风说，现在家家户户
的垃圾基本上按照“两桶两箱”来分类，

“两桶”即菜叶、果皮等生的厨余垃圾和
剩饭剩菜等熟的厨余垃圾，“两箱”是指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武利霞是环保义工小组的组长，每
天早上8点，她和其他9名义工分成5个

小组，每个小组承包80户到100户的垃
圾收集任务。他们骑着环保三轮车一
路放着音乐，村民一听到音乐，就会自
觉把分类好的垃圾放在家门口。

殊不知，半年前，情形完全不
同。“那时候，每家的垃圾桶都特别
脏，很多还没有分类，又脏又乱，我们
都不好意思。”武利霞笑着说。

王东风说，为了普及环保和垃圾
分类的理念，村干部没少费功夫。他
们利用村里举办各类活动的机会宣
讲污染带来的危害，环保义工还利用
晚上的时间挨家挨户讲解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村民们终于“开窍”了。

现在，垃圾分类的理念在东沁阳
村已经深入民心，“刚开始，我们一天
得收四五十斤垃圾，现在一天也就十
来斤，村里越来越干净，村民的环保
意识越来越强。”武利霞说。

走出仓库，不远处的一块农田
里，几个义工正在施肥。张发军介
绍，这是东沁阳村试验的田园综合
体，准备种植山果树 12 亩、小麦 16
亩、山药2亩，“全部采用无公害方式
种植和管理，熟的厨余垃圾可以作为
堆肥撒地里，酵素也可以浇灌田地。
等到秋天，欢迎再来和我们分享丰收
的喜悦。”他笑着说。③4

城市是一个“循环系统”，垃圾发电正在用炽热的火焰加速城市“循环系统”的良性运行。3月29日，多名市民参加“郑
州环保世纪行”活动，参观荥阳荥锦垃圾发电厂，了解城市科学化“新陈代谢”的全过程。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李林 摄体验城市“新陈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