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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

截至目前，列入
我省重点民生
实事范围的 33
个计划退出贫
困县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全部开工

运输

每到夏季，儿童溺水、摔伤等意外伤害，老人及慢性病患

者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发。时间就是生命，意外发生时，如果能

够及时实施有效急救，将会大大降低伤害、挽救生命。那么，

面对这些意外，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急救呢？7月25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专家。

今年民生实事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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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教育

7 月 24 日，新华书店新乡店
内，小朋友们在认真阅读。⑨3
赵云 摄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种上苹果树，不当贫困户。
“滩区小麦产量不高，价格上不

去，刨除化肥农药等成本，一亩地一年
挣不了几个钱！”7月 25日，原阳县靳
堂乡奶奶庙村 56岁的农民周世友告
诉记者，对滩区农民来说，想要靠种传
统的粮食作物摆脱贫困，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事。

2014年，周世友家的 5亩多苹果
树开始挂果，让他家的经济状况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世友家的果子
又大又甜，直接卖到郑州、焦作的农贸
市场，每亩的收入在 1万元左右，5亩
地的净利润在 3万元以上，效益是种
小麦、玉米的10倍还多。

几年下来，周世友还清了外债、重

修了房子、退出了贫困户“序列”，还为
其他 3户贫困户提供果苗，手把手传
授种植技术，把他们也带上了致富路。

据奶奶庙村党支部书记周和省
介绍，该村 3200 亩耕地，发展苹果、
桃树、葡萄等果木种植600亩以上，有
超过 30户贫困户因为种植果树成功
脱贫。

“利用滩区独特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用产业发展推动滩区脱贫致富，把
滩区作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
重，誓把穷滩变‘金滩’！”原阳县委书记
郭力铭说，黄河及黄河滩区有着特殊的
自然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发展高效农
业、绿色种植养殖等，大有可为。

近几年原阳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
79%以上，这些资金优先用于改善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农业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滩区实现村村通公路，灌溉

有渠、排水有沟，为低产田发展特色种
植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根据贫困乡镇发展
特色和贫困地群众发展意愿，积极引
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实现“一乡一
牌、一村一品”：蒋庄乡“主打”桃子，官
厂乡把苹果当“主力”，靳堂乡的大枣、
大宾乡的葡萄、陡门乡的梨和杏……

与此同时，原阳县财政每年拿出
不低于2500万元作为扶贫专项基金，
重点用于贫困乡镇（主要是滩区乡镇）
的产业发展。

滩区脱贫路宽，全县“摘帽”在
望。2017年，原阳县实现22个贫困村
退出，1718户 6954名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 3.9%降至 2.59%；脱贫
攻坚工作荣获全省、全市扶贫先进单
位，实现了由落后到先进的“逆袭”，也
尝到了脱贫“果实”的甘甜。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新乡县的贫困群众有福了！
7月26日，记者从新乡县卫计委获

悉，该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大病患者
的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第四次商
业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后，还可以享受
大病救助基金（慈善基金）救助，个人自
付费用3万元以下者，按照90%报销；3
万元以上者，个人只需自付3000元，其
余部分报销。

“这就意味着，新乡县的贫困户，即
使面对白血病、尿毒症等需要‘天价’治
疗费用的重大疾病，最多也只需花
3000元。”

新乡县委书记申乐民告诉记者，新
乡县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占

47.8%，如果把因病致残致贫的贫困人口
也计算在内，这个比例更是高达83%。

根据独特的县情，新乡县整合政策
资源，完善医疗保障政策体系，经过科
学测算、认真调研，出台了乡镇卫生院
住院免起付线、多种慢性病补偿、非基
本医疗疾病报销等三项补充政策，再加
上已实行的基本医保等六重保障政策，
形成了新乡县“6+3”模式的健康扶贫政
策体系，大大提高了贫困群众医疗费用
的报销比例，对患病贫困群众达到全面
覆盖、全面保障。

据新乡县卫计委主任任鹏介绍，今
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和五保
群众在县乡医院享受先诊疗后付费
702人次，免交住院押金350余万元；贫
困群众享受医疗减免政策707人次，减
免费用达8.2万余元；目前已有38名贫
困人员享受大病专项救治服务。

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还得让贫困
群众看得好病。新乡县持续加强全县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县级综合医院均达
到二级医疗机构标准，7家乡镇卫生院标
准化建设达100%，10个贫困村全部配备
合格的乡村医生，全部配有健康一体
机……通过一系列做法，不断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给群众“看得好病”提供保障。

贫困群众少生病，能从根本上减轻
贫困群众的医疗负担，缓解贫困群众因
病致贫、返贫的难题。为做到这一点，
新乡县积极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
全县 1226户贫困家庭每月随访一次，
每年为贫困群众免费健康体检一次，为
贫困群众开展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医疗
服务，发放装有常备药品和温度计的爱
心药箱，同时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健康理
念和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
提高了贫困群众的健康水平。

原阳县：脱贫“果子”格外甜新乡县：贫困户看病不发愁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记者 7月
26日获悉，省教育厅日前发文对中等
职业学校（含高等学校中专部）联合招
生、合作办学和设立校外教学点提出

“十个禁止”。
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联合招生、合

作办学和设立校外教学点（班）是扩大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有效措施，但容
易滋生虚假宣传、违规招生等行为，管
理规范难度也相对较大。

今年省教育厅多次发文规范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提出了“严禁虚假
招生宣传”等“十个严禁”和“不得在招
生过程中买卖生源”等“25个不得”。
此次，省教育厅要求中职学校应遵守

“十个禁止”，包括禁止以联合招生、合
作办学或设立校外教学点（班）的名义
承担高等学历教育教学任务；禁止在
不具备专业开设条件的省内外中等职
业学校或其他机构设立校外教学点
（班）等。

“自2017年起，联合招生、合作办
学和举办校外教学点（班）实行年审
制。”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提
醒，这就意味着往年有招生资格的学
校，可能会因为办学中的不当行为被
取消资格。医药卫生类、教育类、司法
服务类专业为国控专业，原则上不得
进行联合招生、合作办学、设立校外教
学点(班)，确需设立的，需经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和省教育厅审批、备案，对于
此类学校，考生更需留意。

省教育厅每年以正式文件形式
公布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办学、联合招
生和设立校外教学点（班）备案学校
名单，学生和家长可在网上搜索查
询。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7月 23日，郑州文化绿城小学五
年级学生曹慎之打开《说文解字》，仔
细阅读并写下读书笔记，她刚刚参加
完学校组织的“汉字培训班”，12天时
间跟随专业老师探究字形溯源、字理
解释，由此疯狂迷上了汉字文化。她
说：“这样有趣的培训，还是免费的，真
希望再来一次。”

7月 22日，纬五路第二小学暑期
第三期“暖房子·讲坛”开讲，老师董珂
珂为大家带来了《我爱音乐》的免费
课程，学校不大的阅读中心被家长、孩
子们挤得满满当当。

漫漫两个月暑假一度让很多家长
犯难。“不可能一直请假陪孩子，也不
放心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家长王
先生说，像他一样的双职工家庭，孩
子普遍“无处去”“无人看”，这让原本
是培养兴趣、挖掘潜能的宝贵暑假，
成为“教育空白带”甚至“监管空白
带”。课程补习班既能化解“无处去”
的尴尬，又能解决“教育空白”的难
题，成为多数家长的无奈之选，这也
客观上加重了孩子的学业负担和家
长的经济负担。

应对这一现实问题，郑州不少学
校、社区积极拓展免费的“第二课堂”，
让家长们无后顾之忧。

部分学校以兴趣爱好为基础，开

设免费训练营。以金水区为例，依照
前 期 摸 底 数 据 ，区 内 21 所 学 校 近
2000名学生在暑假期间接受团队教
育、礼仪教育、意志品质和音乐素养教
育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在老师带
领下自主进行。“暑假学校课程停了，
但停课不停‘学’，要学的不仅是文化
课，更是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金水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社区开展的活动，也让孩子足
不出户就能畅享暑期。7月 20日，省
委社区开展暑期青少年公益课堂美术
组第三节课“疯狂的石头”，孩子们在
造型各异的石头上放飞想象，让冰冷
的石头有了灵气；大学路街道康桥华
城社区面向辖区及周边6岁以上学生
开办 2018 年暑期公益讲学班，长达
25天，全天候进行，课程丰富；二七区
建中街街道办事处淮南社区暑期夏令
营组织开展手工制作、法制科普小知
识等亲子课程。

此外，今年郑州将在 100个符合
条件的村、社区建设“儿童之家”，通过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为辖区儿
童（包含留守、流动儿童）提供校外综
合服务，每所投入 20万元，配备绘本
图书、儿童桌椅、游戏设施、儿童玩具、
电脑、电视等物品和设施。这样的“儿
童之家”，同样让孩子们的暑假更多
彩。③6

□本报记者 高长岭

7月 18日，在叶县保安镇冯庵村，
村民何荣拧开自己家的水龙头，自来
水哗哗地流了出来。“自来水开通十多
天了，你看多方便，以后不用去挑水吃
了。”67岁的何荣说。

何荣家原来有一个压井，12米深，
但近几年来水变得不好吃了，水一煮
开，锅底都是白絮絮儿，熬绿豆汤还不
容易熬开花，她就去村西南角的大井
中挑水吃。今年春天，何荣挑水伤了
腰，歇了三个多月。

何荣的邻居李合喜是村里的五保
户，因为家里就一个人，没有打压井，几
十年来一直去大井中拉水吃。用大塑
料桶拉一次水，够他一人吃十七八天。

“我今年78岁了，拉不动了。有了自来
水，再也不用去拉水吃了。”李合喜说。

在叶县邓李乡郝庄村，冒着酷暑，
工人们在抓紧施工。在村委会西边，
钻井机发出轰鸣声，160米的深井即将
竣工，村内 1.2万米长的塑料管道也铺
设停当。

“到月底，我们村肯定能吃上自来
水。”自来水工程监督员、村民郝书祥
说，“一听说要通自来水，各家各户都
可高兴，在谁家门前施工，需要挖沟、
破路，村民没有一个不支持的。”

原来村民自家的水井和无塔供水
设备咋办？郝书祥说，自来水用来做
饭、烧水喝，原来的井，洗衣服、浇花、
洗澡还能继续用。

今年6月，在叶县，和郝庄村一同开
工建设自来水工程的村子共有272个。
今年叶县要实现摘帽脱贫，必须解决村
民饮水安全问题。叶县不仅要在贫困
村，还要在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全面开

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叶县水利局局长任磊介绍，县里

今年筹资 1.35 亿元，集中在 272 个村
庄开建自来水工程，安排3名县级干部

负责此项工作，派出督察组，每周巡
查，各乡镇每天通报工作进展，力争早
日让广大群众吃上安全水、放心水。

“去年县里投资近 6000 万元，分
三批对 51个贫困村和 23个贫困发生
率高的非贫困村实施了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叶县副县长赵飞说，今年7
月底，全县 554 个村将全部用上自来
水，解决所有村民饮水安全问题。

解决全部深度贫困地区和 2018
年计划退出的33个贫困县233个村的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问题，被确定为今
年我省重点民生实事。

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介绍，截至目

前，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已
落实资金24.12亿元，其中，中央资金4
亿元，市县自筹及整合资金20.12亿元；
已完成投资 9.06 亿元，受益行政村
1115个，列入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范围
的33个计划退出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全部开工；涉及的 1146
个村，已开工709个，完工466个。

当前，各地正按照要求加快推进
工程建设，确保 33个计划脱贫县 9月
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初步发挥效
益。同时实现退出贫困村饮水安全有
保障，实现 110 万名年内脱贫人口饮
水安全有保障。③5

聚焦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九

告别肩挑水 喝上放心水
报考合作办学防受骗
请留意权威发布

根据《农村饮用水安全卫

生评价指标体系》，农村饮用

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

安全和基本安全两个档次，由

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

率四项指标组成。四项指标

中只要有一项低于安全或基

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为饮

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要 求 的 为 安

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

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获得的

水量不低于 40~60 升为安全；

不低于 20~40 升为基本安全。

根据气候特点、地形、水资源

条件和生活习惯，全国分为 5

个类型区，不同地区的具体水

量标准不同。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

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为安全；取

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为

基本安全。

保证率：供水保证率不低

于 95%为安全；不低于 90%为

基本安全。③5

夏季意外伤害和疾病高发

正确施救为生命赢得时间

学校、社区公益活动精彩纷呈

停课不停“学”快乐过暑假

农村饮水
怎样才算安全？

7月 22日，郑州文化绿城小学
的学生和海外华裔青少年一起学
习传统文化。②26 牛芳鹏 摄

□本报记者 曹萍

溺水急救

有人溺水时，很多人会将溺水者
倒挂控水进行抢救，“这是非常错误
的做法，如果溺水者还有呼吸脉搏，
倒挂会让胃里面的东西排出来，增加
误吸风险；如果溺水者心脏骤停，则
必须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河南
省儿童医院院前急救 120医师朱永
杰强调，正确做法是首先通过拍打和
呼喊判断溺水者是否有意识、呼吸及
脉搏，若有生命体征，注意保暖等待
救援；如果呼吸停止，要立即清除口
鼻内的异物，进行心肺复苏。

摔伤急救

夏季孩子户外活动增加，尤其是
玩平衡车、滑板车时，非常容易发生
摔伤。“摔伤后切记不要随意挪动伤
者，如果发现关节有明显的畸形、肿

胀、疼痛明显，骨折的可能性很大，可
将受伤肢体牵拉平以后，用手边的硬
纸板等进行固定，避免骨折部位的神
经、血管受到二次伤害。”郑州人民医
院急诊科吕争辉医师说，如果有创伤
性出血，就用干净毛巾按压伤口进行
止血，还可在伤口上方绑上止血带。

脑梗急救

如果患者发生脑梗，家属要记住
两个“120”。“第一个‘120’，看 1 张
脸、2只胳膊，0（聆）听语言。90%以
上的脑梗患者会口角歪斜、脸不对
称，两只胳膊平举时一只胳膊无力下
垂，以及语言不清。第二个‘120’就
是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吕争辉
提醒说，判断患者出现中风后，要解
开患者衣领，保持其口腔清洁，有假
牙的应取出，如果出现昏迷，要将患
者置于侧卧位，切忌摇晃。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王
丹 许宏宴）7月 26日 5时许，随着俄
罗斯空桥航空公司 RU287航班缓缓
降落，来自里约热内卢的 66 头长颈
鹿，经过了约 19个小时的漫长旅行，
顺利抵达郑州机场。

据介绍，本次进口的长颈鹿，总重
计 41 吨，装载在专门为它们定制的

“贵宾房间”中。由于长颈鹿机警、胆
怯，警觉性较高，极易受环境的影响而
在箱内来回移动、聚群，造成装卸重心
不稳，增加了操作难度。为确保安全，
在操作过程中，机场货运工作人员认
真谨慎，精确操控，仅用时2个小时就
完成了此次保障任务。

据了解，此次长颈鹿抵达郑州机
场之后，将运输至位于焦作的检疫隔
离场进行隔离观察，随后分拨至全国
各地动物园。

郑州机场在特种货物运输方面
具有丰富的保障经验，近年来，曾多
次成功保障种羊、种猪、活牛、羊驼
等活体动物运输，越来越多的航空
公司及货代企业选择与郑州机场合
作。③4

66位“超大个儿”乘客
飞抵郑州

7月 23日，工作人员在检查许昌市三达人工湿地内的水质。该湿地占地面积77亩，日处理污水3万吨。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的水进入该湿地再次净化，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