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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5月 29日，记
者从许昌市政府获悉，该市在全省率先实施60周岁以上
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制度，当地60周
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因病住院时，每年最高可获得6000
元的扶助资金；女方在 49周岁以上的失独家庭、伤残独
生子女父母因病住院时，每年最高可获得 9000元的扶
助资金。

作为许昌市确定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此举将为全
市 4万余名相关人员及家庭带来福祉，成为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制度的重要补充。

据介绍，为缓解独生子女和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解
决其住院护理难题，许昌市采取政府购买商业保险的形
式，由商业保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扶助对象发放住院护理
扶助资金，商业保险的购买由市级统筹。符合条件的独生
子女父母住院期间，由商业保险机构给予每天100元的扶
助资金，一年累计不超过60天；女方在49周岁以上的失
独家庭、伤残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期间，由商业保险机构给
予每天150元的扶助资金，一年累计不超过60天。

住院护理扶助制度实行按病种分类扶助，扶助病种
主要包括13类 1059个病种。扶助对象出院后可向所在
县（市、区）商业保险机构提出扶助申请，统一提交申请
材料。商业保险机构受理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经审核符合扶助条件的，商业保险机构会在20个工
作日内将扶助金发放至扶助对象指定账户。

住院护理扶助保险所需资金由许昌市、县(市、区)两
级按照1∶1比例分担，分别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由财政部
门按照实际参保人数据实拨付。8

本报讯（通讯员 孙根强 张磊）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
火。这不，鄢陵县柏梁镇柏梁社区新上任的纪检员马跃辉
将第一把火烧向了该社区的拆迁安置项目。近日，他和村
监委的马付军一道来到项目所在地，查阅施工图纸，实地
丈量地基深度是否合规，并不时询问施工方项目进展情
况，督促他们加快进度，确保社区居民早日乔迁新居。

与此不同的是，该县大马镇大马社区纪检员马焕民
上任伊始，将目光投向了社区贫困户的帮扶支出上。在
他的要求下，镇纪检工作人员、社区会计和他一道来到
贫困户家中，一一核对帮扶政策、资金是否完全到位，直
至社区所有贫困户心中无疑虑。

据悉，鄢陵县借今年村（社区）“两委”换届之机，为
所有村（社区）设置村级纪检员这一岗位，要求先面向不
担任“两委”职务的全体村民进行筛选，然后由村民代表
大会集体选出，新当选的村级纪检员对上级纪检组织负
责，其职责包括监督村务公开，尤其是扶贫、修路、架桥、
拆迁、环境整治等民生领域项目进行公开监督。目前，
全县所有386个社区纪检员岗位设置全部完成。

“村级纪检员岗位的设置，就是要彻底解决广大农
村村务监督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打破社区管理的界
限，从而实现对社区的综合监督，确保农村事业快速发
展，以此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该县纪委、监委负
责人田培新如此表示。8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配电室灭火器即将超过
保质期，要及时进行更换；蓄电池室更不能堆放杂物，也
要安排人赶紧清理。”5月 29日，在许昌市电视台，由许
昌供电公司营销、安质等部门组成的重要用户用电隐患
排查小组在进行排查后，当场将隐患风险告知客户。

为有效消除客户用电安全隐患，防止危及电网安全事
件的发生，许昌供电公司组织营销、安质、调控等部门人员
组成重要用户用电隐患排查小组，深入直供的全市27家重
要客户，围绕客户自备应急电源配置、设备健康状况、电工
持证上岗、应急预案落实等18方面内容，全面开展安全用电
隐患排查工作，进一步提升客户防范用电安全风险的能力。

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该公司及时下达“用电
检查结果通知书”，并分析隐患原因及严重程度，分轻
重、分类别为客户制订整改方案，要求用户限期整改安
全隐患。同时，以正式文件方式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
隐患排查结果报送政府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行政职能作
用，督促整改。

排查活动开展以来，该公司先后对18户重要用户用
电情况进行了隐患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 3类 14处，下
达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 6 份，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材料
300余份，在消除客户安全隐患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客户
的用电安全意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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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纪检员护航大民生

□本报通讯员 芦萍 丹阳

这里，人声鼎沸，热闹嘈杂；这里，门庭
若市，你来我往。但这里不是商场闹市，而
是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每个工作
日都会有的繁忙景象。两层楼的楼道间，每
个执行办公室，甚至每个执行法官的身边都
围满了当事人。

“法官同志，我的案件转到执行局了，啥
时候我能拿到钱啊？”“李法官，这个被执行
人他名下虽然没有财产，但他儿子有一套房
子，能不能让他儿子帮他还债？”执行局的每
间办公室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

面对办公桌前坐着的两起案件的三名

当事人，该院执行局副局长吴新民满脸是
汗，从上午 8点忙到近 10点的他还没顾得
上喝一口水。“每天都像打仗一样。”他说。

在执行局的另一间办公室内，一起涉及
房产拍卖的案件正在紧张有序地调解中。老
两口听从亲戚的花言巧语，用自己的两套住
房为亲戚的200万元银行贷款担保，但亲戚
只归还银行贷款90万元，便不再偿还。银行
按照惯例申请法院对两所住房进行拍卖。

“俺老伴重病住院半年了，听说银行要卖
俺家的房子，非要从病床上起来和我一起来
法院。俺儿子还有抑郁症，一直没有工作，孙
子也是我们来抚养，要是再把我们的房子卖
了，我们可真是没法活了！”面对老两口的艰难

处境，执行干警朱建光一方面对老两口解释
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希望银行人性化维权，暂
停或者只拍卖一处住房。朱建光的话情理兼
备，不到半个小时，双方便达成调解协议。

魏都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作为
许昌市的重要经济支撑，其案件受理数远远
领先于许昌市其他县区法院。面对案多人少
的现实困难，该院全体执行干警几乎放弃了
节假日，加班加点早已成为家常便饭。2017
年，该院在只有 18名正式执行干警的情况
下，全年共受理执行案件3863件，执结3154
件，结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1.65%。

“案件到了执行环节，一方面申请人急
切想要使裁判文书立即得以实现，另一方

面，很多案件因被执行人的确无财产可执
行，会有执行不能的情况，所以执行工作最
容易引发群众不满和社会矛盾。我们的执
行干警们凭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信念，全体同
志几乎没有歇过周末，全年百余次集中执行
活动，甚至在除夕夜万家团圆之时，我们的
执行干警还奔赴在执行路上。”提起执行干
警的巨大付出，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华
既自豪又心疼。

“今年是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决战之年，我们全体执行干警一定不辜负人
民群众期望，保证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硬仗。”面对压力与困难，该院
执行局局长李伟杰语气坚定地说。8

用责任和担当捍卫司法权威

执行干警：一直在“路上”

发展的活力来自哪里
——许昌市推进高质量发展扫描①

□□许昌观察记者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董学彦 王烜王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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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西继迅达的专利只有 200项。
如今，该企业的专利已经有900多项，在全
国电梯行业中居第一位，在电梯的控制、曳
引、门机三大核心系统实现了全部自主研
发生产，产品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保加利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借助物联网、车联网，鲜易控股从一个
杀猪卖肉的企业，一跃成为国内行业规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智慧冷链物流平台。

加快培育新产业，努力形成新结构，让
更多像鲜易控股一样的企业积极转型，让
更多像西继迅达一样的新兴产业脱颖而
出，成为许昌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鲜明影像。

引人注目的是，通过调优粮食品种，调
增经济作物，推进农业产业融合，许昌市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在2017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许昌市农机局被农业
部评为“全国农业先进集体”，是全国农机系
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许昌市国家储备
林基地建设方案》正式获得国家林业局批
复，成为我省三个获批的省辖市之一；长葛
市、襄城县获批全国第一批“畜牧业绿色发
展示范县”。

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地发
展。新常态下，转型路上，许昌引领着更多
的企业执着向前。

根据《许昌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
展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到2020
年，许昌市重点培育的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模实现几何级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占全市工业的
比重达到 60％；形成电力装备、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药、再生金属及制品、新一代信
息技术及应用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许昌市发
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注入了强大动
力。全市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新的结构正在加速形成——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2017年，全市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59.5亿元，同比增长10.1%；智能制造占装
备制造业的40%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占工业的比重达40%以上。

许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说：“通过改
造提升、产业转型等途径，一大批企业脱胎
换骨、华丽转身，发展质量和发展后劲明显
增强。”

“煤矿关闭攻坚任务一天不完成，我
们就一天不收兵！”这是去年4月许昌市启
动当年的去产能工作时，许昌市安监局立
下的“军令状”。

军令如山，彰显了许昌市坚决打赢去
产能攻坚战、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组
合拳”的坚定决心。截至去年5月，许昌市
共关闭煤矿 15 处，化解过剩产能 306 万
吨，提前、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同时，
许昌市还处置退出“僵尸企业”6家，涉及
贷款7.44亿元，保全银行资产1.61亿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
点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努力走出一条结构更优、效益更
佳、活力更足、后劲更强的发展路子，一直
是许昌市经济结构显著优化、经济运行持
续向好的动力之源。

许昌市魏都区豫园美食城的南侧有
一条狭长的胡同，名叫臧胡同，是一条历
史悠久的老胡同。这里的老旧房屋使用
年限长，房屋质量差，安全隐患多。去年6
月，在这里生活了90多年的臧瑞祥老人喜
迁新居。他说：“虽然搬离了居住已久的
老房子，但我对它的未来更期待。”

棚改的根本目的是利民惠民，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截至
目前，许昌市已分配公租房 1108 套；新
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 32823 套，完成省
定 任 务 的 103.8% 。 商 品 房 库 存 也 由
2015年 10月底的 660.33 万平方米、去化
周期 24.3 个月，消化至 443.29 万平方米、
去化周期 9.9 个月，其中住宅去化周期降
至 4个月。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也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许昌
市大刀阔斧降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增
强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截至去年 5月，许昌市清理规范各类
涉企收费，行政事业收费项目由 134项减
至 105 项，政府性基金项目由 6项减至 4
项。降低企业用电用气价格，2015年以
来非居民使用天然气价格降低 0.7 元/立
方米，降幅16.32%，仅 2016年就为全市企
业节支 1.3亿元。落实各项税费优惠减免
政策，年减少企业成本约 21亿元。其中，
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收 2亿元以上，为高新
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 1.4 亿元，减少企业
财务成本2亿元以上。

坚定推进“去降补”

A

目前，作为河南省小麦主产区的许昌市建安区小麦
长势喜人，颗粒饱满，丰收在望。据悉，由于播种基础扎
实，管理措施到位，今年河南许昌小麦长势总体良好，夏
粮有望获得丰收。8 牛原 摄

加速培育新产业

B

释放活力转动能

C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靠创新。对于许昌
而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亟待激活“第一动
力”。

许昌市委政研室一项关于许昌民营经
济发展的调查表明，虽然民营经济已成为许
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一些民营企业由
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附加
值低、技术含量低，融资难、盈利难，发展乏
力，遭遇“成长的阵痛”。

直面“痛点”，许昌市在搭建高端成果转
化平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上“大动作”频
出。

——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发展智
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
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每年推进不少于
3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增
强传统产业竞争力。

——强化科技投入。坚持把科技投入
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2017年市本级
科技经费增加到 5000万元；今年奖励科技
人才4900多万元、200多人次。

——培育市场主体。启动大企业集团
培育计划和企业家队伍培养“十百千”行动
计划，力争到 2020年实现超百亿元大企业
集团县（市、区）全覆盖，全市超 100亿元企
业达 15家以上，超 500亿元企业 2家，1000
亿元企业1家。在“十三五”期间，培养出10
名以上的杰出企业家、100名以上优秀企业
家、1000名以上成长型企业家。

——强化人才引进。“十三五”期间市财
政每年安排 1亿元，连续五年累计安排 5亿
元，用于支持补助该市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项目，先后为全市民营企业引进中科
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
高级人才 20余人，博士 300多人；市财政每
年筹措2亿元，连续五年累计筹措10亿元设
立“许昌英才股权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扶
持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去年，许昌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3
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三位；通过河南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备案 814家，位居全省第三位；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达到 10055 件和
4407 件，分别位居全省第二位和第三位；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省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13项，获奖
项 目 数 位 居
全省第三位；
省 级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总 数 达 到 71
家，位居全省
第三位。8

5月25日，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
司局部 牛原 摄

许昌中锋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机器
人工作场景 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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