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好健康扶贫政策，让
山区群众看得上病、看得
起病。

本报讯（记者 陈辉）10 月 23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2018 中国
（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新闻
发布会，省工信委、省国防科工局、
省科协、郑州市政府、郑州大学分别
在会上介绍了活动的主要内容。截
至目前，该活动主要议程已经敲定，
邀商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对接
工作进展顺利，组委会办公室汇总
的亿元以上拟签产业转移合作项目
超过500个。

本届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河南省政府联合河
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陕西等 8省（区）政府共同
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 15个
国家行业协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 8 所国家重点理工院校参与协
办。

省工信委负责人介绍，本届活
动紧扣改革开放主旋律，以“推动制
造业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推动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国际
国内产业转移，促进制造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制造强国建设
步伐。围绕活动主题，组委会共安
排综合性活动 6场、区域性产业转
移专题对接活动 8场、省辖市专场
推介对接活动 16场。活动期间，工
信部领导将率相关司局负责人到会
解读政策、发布行业信息；中国工程
院领导将到会发表演讲，并组织 22
名院士开展院地院企对接；中西部9
省（区）、东部沿海 8省（市）及国家
有关行业协会将组织行业企业、科
研团队到会对接。参加活动的政、
产、研、银、商、协等各界客商将超过
3000人。③9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卢氏县范里镇王窑村，豫西高峰
象君山下的一个偏远闭塞的贫困村，
只有一条俗称“十八拐”的公路连通着
外面的世界。10月 15日，王窑村村民
沈应战提起原在卢氏挂职县委常委、
副县长的岳爱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原来，沈应战 15岁的女儿沈玉凤
患有精神疾病，常年不愿出门。2016
年 6月 13日，刚从省扶贫办到卢氏县

挂职的岳爱华听驻村干部说起沈玉凤
的情况，曾在北京某部队医院从事医
护工作的岳爱华当即登门拜访。她掏
出身上仅有的 1000元钱交给沈应战
说：“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孩子的病一
定能够治好。”

第二天一早，岳爱华就联系到武
警河南总队医院寻求帮助。武警河南
总队医院决定免费给沈玉凤治疗。在
岳爱华的关心帮助下，沈玉凤经过长
达一年多的治疗，终于康复，过上了正
常人的生活。沈玉凤的父母也在岳爱

华的帮助下，分别在物流公司、家政公
司找到了工作，一家人很快脱贫摘帽。

岳爱华挂职期间，分管扶贫、医疗
卫生和文化广电等工作。沈玉凤一家
的遭遇深深触动了岳爱华的心。经调
查：全县 19645户贫困户、63134名贫
困人口中，长期患病人数高达 5389

人。她力推健康扶贫工作，先后在卢氏
县推行基本医疗保险、贫困人口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意外伤害保险
等多种健康扶贫政策措施。她还努力
促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武警河南
总队医院等大型医院与卢氏县内医院
结对帮扶。今年2月1日，卢氏县开启

“医疗+互联网”健康扶贫工作，首批覆
盖了该县100个贫困村卫生室。

“ 大 家 都 称 岳 县 长 是‘ 扶 贫 天
使’。她常说要落实好健康扶贫政策，
让山区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卢
氏县汤河乡党委书记周靖峰说。

“只要身体健康，群众脱贫就有希
望。”岳爱华虽然挂职期满，但卢氏健
康扶贫成效影响深远。③4

党旗别样红 中原更出彩

30场活动 22位院士助阵 3000余名客商到会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好戏多

深山中的“扶贫天使”

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650份

签约投资总额9670亿元

实际利用省外资金4809亿元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是全国唯一以产
业转移为主题的国家级盛会，被誉为“全国最具影响
力的区域产业对接品牌”

截至今年上半年

1355个承接项目建成投产

530个承接项目投资建设

目前已办至第6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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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河南省产业转移管理平台的产业转

移合作项目累计有23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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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宝丰县东城幼儿园的孩子们参加“画脸谱 学国粹”廉政人物主题绘画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手绘廉政人物脸谱，学习国粹，弘扬廉政文化。⑨6 王双正 摄画脸谱 学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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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在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
红安县高桥镇汪家畈村，记者在座山和
团山环绕的孙家湾，找到了“忠诚于党
和人民”的“战将”孙玉清烈士的故乡。

孙玉清，1909年3月出生于湖北黄
安县（今红安县），1927年 11月参加黄
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
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历次反“会剿”“围剿”的战争，以
及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因作战勇敢、指挥出色、战功卓
著，孙玉清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获
得“战将”美称。1934年，孙玉清任红
四方面军第 31军军长，1935年 8月任
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
胜利会师后，孙玉清率红 9军与兄弟
部队一起，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相继西
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
划，与长期盘踞在黄河以西的国民党

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
军展开了艰苦惨烈的浴血拼杀。

经过五个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在
给反动军阀部队以重大打击后，终因敌
我力量悬殊，遭受重大损失和牺牲。
1937年3月，孙玉清带领数十名被打散
的干部战士突围，在甘肃省酒泉南山一
带与大批敌军遭遇,负伤被俘。

孙玉清宁死不屈、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硬骨头精神，使敌人恼羞成怒，于
1937 年 5 月下旬，将孙玉清残忍杀
害。孙玉清牺牲时年仅28岁。

讲起孙玉清的英雄事迹，他的胞
弟孙世清有说不尽的自豪和讲不完的
故事。“我们湾 26户人家出了 30多个
大学生。”孙世清说，受孙玉清烈士革
命精神的感召，孙家湾已是远近闻名
的“高知村湾”，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
了不少人才。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

孙玉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战将”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0月22日，
大型抗战电影《许昌保卫战》新闻发布
会暨开机仪式在许昌举行，抗日英烈吕
公良之子吕行素等出席开机仪式。

电影《许昌保卫战》根据 74 年前
许昌人民英勇抗敌、保家卫国的真实
事件改编。许昌保卫战是当时全国抗
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1944年 4月 30
日，面对武器精良的日军万人之师，国
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
吕公良率部拼死阻击，两千多名官兵、
几百名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员战死沙
场、壮烈殉国。

1986 年，民政部授予吕公良“革
命烈士”称号。2014 年，吕公良被列

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纪
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大阅兵举行，吕公
良的儿子吕行素作为 11名国民党抗
日将领后代之一受邀参加。

北京五环星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经过近 4年筹备，开拍大型抗战
电影《许昌保卫战》，将再现先烈们的
英勇行为，营造铭记历史、崇尚英雄的
良好氛围。

据悉，电影《许昌保卫战》拍摄场
地主要在许昌市、长葛市、襄城县等
地，前期拍摄现场的道具已经完成制
作，预计拍摄 50多天，计划于 2019年
与观众见面。③5

电影《许昌保卫战》开机

等待期后，并被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的，
我们豁免确诊日或认定日以后您应交的各期保险费。

三重保险屏障，打造强效保障防护网。为客户的健康状况提供“抢先一步”的关爱。
轻症疾病保障范围40种，等待期后初次发生轻症疾病，我们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5%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轻症疾病保险金仅赔付一次，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人民币。
中症疾病保障范围10种，等待期后初次发生中症疾病，我们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50%给付中症疾病保险金。仅赔付一次，中症疾病保险金给付金额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
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100种，分为5组。等待期后，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第一组重大疾病

（其中包含恶性肿瘤），按2倍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初次发生其他组别的重
大疾病，按基本保险金额赔付。每组重大疾病仅赔付一次，最高可给付三组。

首次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不再承担身故保险金、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险金
的责任，且本合同现金价值为0。

面对容易早发现和早诊治的轻症、日益高发的中症、易复发的重症，构筑层层保障防线。
提供身故保险金，在未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前提下，若被保险人于年满18周岁之前身

故，按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110%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之后
身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保障伴随终身，为自己及家人幸福安康的生活保驾护航。

河南分公司地址：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3号中科大厦5楼
客户服务热线：95354 具体产品内容以条款为准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10月 23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 25个全国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近
日获得财政部奖励资金1.42亿元。截
至目前，我省已累计有 50个项目获得
中央PPP项目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包括
48个全国示范项目和2个存量项目，资
金总规模5.32亿元，居全国首位。

此次中央财政对全国 383个新建
项目和 11个存量项目下达以奖代补
资金 23.09亿元。该资金主要用于前
期费用补助、运营补贴等 PPP项目全
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各项支出，支持项

目减轻运营负担，加快实施进度。
今年以来，我省着力加大 PPP 模

式规范推广力度，截至 9月底，全省共
有 1042个入库项目，总投资 12900亿
元。目前，自 2016年以来我省获得奖
励资金支持的 50个项目已全部落地
实施，带动投资约 810亿元，在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领域树立
了一批项目标杆，充分发挥了示范导
向作用，促进提高了我省公共服务质
量和效率，为规范高效运用 PPP模式
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经
验做法。③4

我省PPP项目再获财政部奖励
累计获奖总规模居全国首位

（上接第一版）对于支持香港、澳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香港、澳
门互利合作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一流桥梁、
一流口岸基础上提供一流运营服务，将
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联结粤港澳三地
的“民心桥”。要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
缩短通关时间，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
香港、澳门和内地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的纽带。要把工程建设关键技术转化
为行业标准和规范，将港珠澳大桥打造
成为中国桥梁“走出去”的靓丽名片。

丁薛祥、刘鹤参加上述活动。董
建华、何厚铧、梁振英参加开通仪式。

何立峰主持开通仪式。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广东

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有关负责人员，以及粤港澳三方参建
部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大桥设计、
监理、施工单位代表等参加开通仪式。

据了解，2009年 12月 15日，港珠
澳大桥工程开工建设。2017年 7月 7
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大桥在设计
理念、建造技术、施工组织、管理模式
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标志着我国
隧岛桥设计施工管理水平走在了世界
前列。大桥将于 10月 24日 9时正式
通车运营。

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