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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院设立休息室、娱乐室、
阅览室、活动室、配餐室、餐
厅等“五室一厅”，为老人提
供就餐服务、休闲娱乐等综
合性日间照料服务。

●● ●● ●●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 8日，记者从省水
利厅了解到，在水利部统一安排下，我省从本月起
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对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四乱”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清理整治行动。

据介绍，“乱占”主要包括围垦湖泊，未依法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围垦河道，非法侵占水域、
滩地，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乱采”主
要包括在河湖内非法采砂、取土；“乱堆”主要包括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垃圾，倾倒、填埋、贮
存、堆放固体废物，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乱
建”主要包括，河湖水域岸线长期占而不用、多占少
用、滥占滥用，违法违规建设涉河项目，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据统计，我省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有66条，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
6个。省水利厅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采取拉网
式排查，对这66条河流和 6个湖泊进行全面细致
地调查，全面查清河湖存在的“四乱”问题，逐河逐
湖拉清单；对照问题清单建立销号制度，清理一
处、销号一处，2018年年底前“清四乱”专项行动
要见到明显进展和成效，2019年 7月前全面完成
专项行动任务，河湖面貌得到明显改善。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8月9日，记者从省卫计委
科技教育处获悉，我省下发《2018年河南省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招收工作方案》，今年我省助理全科医生
计划招收1500人，仅接受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8
月15日至25日，8月27日上午举行全省统一招收
考试。

今年我省共有71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其
中新增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等11家培训基地。“根据国家要求，到2020年，要
基本建立以‘5+3’为主体、‘3+2’为补充的临床医
学人才培养体系。其中的‘3+2’就是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模式。”省卫计委科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说。

根据方案，今年招生对象为2018年应届毕业
的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专科毕业生，拟在或已
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不
含全日制专升本在校学生以及口腔、中医、中西医结
合专业毕业生），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
员优先招收；没有工作单位的以“社会学员”身份招
收，有工作单位的以“委培学员”身份招收。培训形
式为2年全脱产学习。

培训期间，“委培学员”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
不变，委派单位发放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等条件
人员工资水平的部分，由培训基地根据学员工作表
现适当给予补贴；“社会学员”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
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标准参照培训基地同等条件
人员工资水平确定。③9

本报讯（记者 孙欣）8月 7日，全省依法
行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郑州召开。记者从会
议上获悉，省政府日前对全省首批依法行政
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通报表彰，郑州市、省发
展改革委等15家单位获此殊荣。

据省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各
地、各部门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和《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方案(2016—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为鼓励先进，省政府决定对2015—
2017年连续3年在全省依法行政考核中获得
优秀等次的单位进行表彰。郑州、洛阳、鹤壁
等3个省辖市，巩义市、长垣县等2个省直管县
（市），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计生委、省税务局、省烟
草专卖局等10个省直部门被表彰为全省依法
行政工作先进单位。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9日，记者从郑州市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获悉，截至 8月 7
日17时 34分，郑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突破7亿人
次，达到700000428人次。

自 2013年 12月 28日运营以来，郑州地铁目
前已开通1号线、2号线一期以及南四环至郑州南
站城郊铁路一期工程 3条线路，形成“十字”交叉
骨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客流实现连通换乘。

截至8月 7日 17时 34分，全网总客运量突破
7亿人次。在全网累计客运量中，地铁1号线客运
量 5.1亿多人次，占 73.2%；2号线客运量 1.5亿人
次，占 21.5%；城郊线客运量 3689 万余人次，占
5.3%。累计进站量排名前五位的车站分别为二
七广场（5280.2 万人次）、郑州东站（4201.4 万人
次）、郑州火车站（4107.6万人次）、紫荆山（2965.3
万人次）、市体育中心（2809.8万人次）。③9

□本报记者 陈慧

2016年年底，兰考成为我国首个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试验区建设
成效如何？小微企业、农民、贫困人群、残疾人
等以往难以获得金融机构青睐的人群贷款难、
贷款贵问题有改善么？

8月 5日，在首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
峰会上，主持人对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作出以下评价：“作为国内首个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兰考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
导，注重落实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最后一公
里’。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建立多层次、全
方位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让更多需要关注
的群体获得了‘金融活水’支持。”

当天，兰考县申报的“普惠金融助力实现小
康梦案例”入选2018中国普惠金融典型案例，

这也是70个入选案例和获奖的12个案例中，唯
一由地方政府获得的荣誉。

获批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以来，兰考县立
足“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初步探索了以
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以金融服务、普惠授信、
信用建设、风险防控为基本内容的“一平台四体
系”兰考模式和“12345”工作推进措施。据人行
郑州中心支行统计，兰考的普惠金融指数由

2015年的全省第22位提升为第1位。
金融服务不均衡，尤其是对困难群体的服

务不足，网点少、自助机具少等硬件设施薄弱是
最直观的体现。兰考县将普惠金融内嵌于县、
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在县城设立兰考县普
惠金融服务中心，在乡、村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
打造“基层党建+就业扶贫+普惠金融”三位一体
服务平台。目前，兰考已建成村级普惠金融服务
站365个，正在建设85个，采集农户社会信用信
息16.03万户，推荐贷款8357户。农民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政策福利。

针对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顽疾，兰考创新
工作机制，由县财政出资设立信贷风险补偿基
金，引入担保、保险机构共担风险，针对不同群
体“量体裁衣”设计贷款产品。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可申请产业发展信
用贷，贷款执行基准利率，并由财政全额贴息。
目前已对 5168 户授信 3.09 亿元，发放贷款

2032笔1.28亿元。
一般农户可申请普惠授信贷款，这种贷款

无需抵押担保，对全部农户无差别、无条件普遍
授信3万元（兰考农商银行授信额提高至5万
元），年利率最高不超过6.75%，支持农民发展
生产增收致富。目前已有10万余户获得基础
授信，签订贷款合同7396户3.048亿元。

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可申请“三位一体”
贷款，政府提供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银行按10倍
比例发放贷款，企业带动贫困户或农户就业。目
前累计发放贷款4.18亿元，支持农业经营主体
和小微企业1190家，带动贫困户8800余户。

机构网点下沉、贷款成本降低、贷款门槛下
降……通过创新政策激励，搭建要素平台，强化
能力建设，完善服务体系，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
验区建设成效显著，信贷获得率和满意度不断
提升，正在为贫困县域探索一条可持续、可复
制、可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存涛）8月
9日，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关于 2018年第
33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该局组
织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调味品、乳制品、饮料等 24大类食品 757
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742批次，
不合格样品15批次。

据悉，省食品药品监管局针对抽检发现
的问题，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外省生产单位
的，已按规定移送相应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进行调查处理；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省内
生产经营单位的，已要求郑州、开封、平顶
山、新乡、焦作、鹤壁、许昌、南阳、驻马店、永
城、鹿邑等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涉及单位
依法处理，责令查清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
量、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采取下架等措施
控制风险，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并依法予以
查处。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之甜）8月 9
日，安阳市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开工项目总
数达 52个，总投资额 18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9
亿元。集中开工仪式设在安阳市龙安区“三新产
业园”安彩高科退城进园项目现场。当天，在林
州、内黄等县区设立的开工分会场同步进行。

据了解，在本次开工项目中，既有科技含量高、
产业层次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项目，也有改善民生
的社会事业项目，超亿元的项目有33个。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助推安阳市经济社会提速发展。

其中，投资30亿元的“三新产业园”安彩高科
退城进园项目，是总投资额最大的项目。该项目
占地面积约1050亩，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建材集团北京凯盛科技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主要生产光伏玻璃、药用玻璃、光热浮法玻
璃。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8月 9日，
省商务厅联合中国烹饪协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2018‘中国菜’美食艺术节暨全国
省籍地域经典名菜、名宴博览会”将于今年
9月 9日至 12日在郑州举行，届时，组委会
将公布我国34个省籍地域（含港澳台）的菜
系概述，及地域经典代表名菜、主题名宴和
代表品牌企业的榜单。

“餐饮经济在我国整体经济中的作用越
来越明显。”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在发
布会上介绍，2017年全国餐饮营销额接近4

万亿元，增速 10.7%，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增速；今年上半年，全国餐饮营销额
19457亿元，同比增长 9.9%，全年餐饮营销
额有望突破4万亿元。

我省为何能成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
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介绍，河南是中华餐饮
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河南餐饮业对“中
国菜”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烹协连
续 17年所作的餐饮产业报告当中，‘麻辣’
曾连续16年位居全国消费者最受欢迎的餐
饮口味第一名，但在去年，‘鲜咸’超过‘麻

辣’跃居第一，报告指出，质味中和的豫菜正
日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同时，快速发展的中原餐饮经济是坚
实依托。”张延明进一步介绍，2017年，我省
餐饮住宿经济营销额达 2773亿元，同比增
长 12.5%，稳居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的主题活动有“中国
菜”发布会、《中国菜》大型画册发行仪式、“中
国菜”文化高峰论坛、地域经典名菜、名宴博览
会、豫菜迎亲晚宴、“中国菜”品鉴晚宴、河南著
名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观摩交流活动等。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白秋津

8月8日上午，郏县渣园乡朱庄村幸福院
中慢慢热闹了起来，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在装
有空调的阅览室中认真看书，或在棋牌室内
围着桌子下象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有了幸福院后，
我们一帮老年人每天就聚在一起，玩玩牌、下
下棋。”今年90岁的朱根亭老人说，平日里几
个孩子都在外工作，他经常到幸福院转一转。

幸福院是“中国长寿之乡”郏县探索实
施农村养老制度改革的新模式。据统计，郏
县60岁以上人口有10.88万，占全县总人口
的 16.6%。其中，农村的留守老人、空巢老
人又占了绝大多数。为解决分散供养的农
村老人吃饭难、精神孤寂等问题，郏县建立
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帮扶体系，稳步推进农村
幸福院建设。

据了解，幸福院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自

我筹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各村根据实
际情况，或在闲置校舍、村委会闲置房屋、村
民空闲院落等基础上改建，或选址新建，并
设立休息室、娱乐室、阅览室、活动室、配餐
室、餐厅等“五室一厅”，为老人提供就餐服
务、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日间照料服务。

62岁的冢头镇南三郎庙村村民赵玉山
因病致贫，无法下地干活。村里幸福院建成
后，他向村“两委”申请了长期入住，并将自
己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产
权有偿退出、流转，由村集体收储后统一经
营，其收入作为自己平时在幸福院中的日常
开销，实现了“以地养老”。

“除了像赵玉山这样长期入住的人员
外，村里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平时到幸福
院食堂就餐，按照每人每天 10元钱的标准
收费，运行费用在扣除老人缴纳的餐费外，
不足部分由村集体经济解决。”郏县冢头镇
南三郎庙村党支部书记赵现付告诉记者。

为确保农村幸福院持久健康运行，郏县
对幸福院建设给予一定补贴，并为每个幸福
院购买两个公益性服务岗位。同时，各个幸
福院不断探索新的运行模式，有的集结本村
爱心人士力量筹建幸福院，有的有偿聘用贫
困户负责日常管理和餐饮服务……

“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幸福
院共17所。我们将积极探索幸福院日常管理
和持续运行新路子、新模式，扩大幸福院覆盖
面，把农村幸福院建设成老年人颐养天年的温
馨家园，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郏县民政局局长韩俊举说。

幸福不幸福，群众说了算。临近中午
12点，幸福院马上就要开饭了。“俺中午就
不回去了，这里的饭菜可口好吃，你看俺现
在身体可硬朗了。”黄道镇纸坊村78岁的吴
匣老人笑着说。③9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一年多来成效显著

普惠金融助力兰考实现小康梦

安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额达180亿元

我省下架15批次
不合格食品

幸福院里的幸福生活

2018“中国菜”美食艺术节将在郑举行

9月来河南可品尝34个地域名菜

我省开展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我省今年将招收
助理全科医生

我省首批依法行政
工作先进单位出炉

郑州轨道线网
总客运量创新高

8月 8日，来自我省多地的中原骄子来到深圳博物馆参观学习。“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自 2007年开展以来，已举办９届，先后组织我省 500余名学
子，赴全国各地参观交流，开阔视野。②2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馨予 摄中原骄子行

7亿人次

1500名

5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