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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我们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

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一方面巩

固近年来返乡创业成果，一方面依

托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

鹿邑“凤还巢”助乡村振兴
长葛“网格化”促精准扶贫

实践者说

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各方面、

各环节，都不能搞“大写意”，而是

要画“工笔画”，精准帮扶，才能扶

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打赢脱

贫攻坚战。

——长葛市委书记尹俊营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左
英珺）南席的小磨油、古桥的粉条、石
象的豆腐、董村的猕猴桃……这些闻
名长葛及周边的特色农产品扎堆出现
在近日举行的“长葛市‘互联网+’电商
扶贫农特产品展销会”上。贫困户赵
明霞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她带来的
农特产品很快销售一空。

35岁的赵明霞双腿残疾，是长葛
市南席镇大王庄村一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帮扶干部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
安排她参加镇里组织的电商培训班，
她成了一名电商创客，专营当地的农
特产品。“现在足不出户都有订单，每
天都有收入。”她高兴地说，“我对脱贫
致富越来越有信心了。”

赵明霞的处境改善，得益于长葛
市在脱贫攻坚中实施的“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扶贫”。长葛市扶贫办负责人
介绍，所谓“网格化管理”，即分管县级
干部为总网格长，镇干部、市派科级干
部为网格长，包村干部、帮扶责任人、

村扶贫专干、小组长为网格员的市、
镇、区、村四级快速反应的网格化管理
体系；“精细化扶贫”，就是“一家一户
一本台账，一家一户一个扶贫计划，一
家一户给予具体支持”，确保“帮扶一
家，脱贫一户”。

在坡胡镇水磨河村，网格员对网
格内人员逐户走访、摸排问题，建立户
情档案，及时更新情况，确保扶贫对象
精准、措施精准、成效精准。该村党支
部书记郭建营说，这种扶贫方式，明确
了分工和任务，（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谭勇）当地时间11
月23日，尼泊尔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
道路改建项目 Narayanghat-But-
wal公路一标、二标两个标段正式授
标，总部位于郑州的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在激烈的角逐中一举
中标。据悉，该工程是尼泊尔市场近
年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2017 年 5 月 12 日，中国与尼泊
尔两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
忘录，尼泊尔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
议。此次中建七局中标的两个标段
合同额共计约 170亿尼泊尔卢比，约
合 1.5 亿美元，资金来源为亚洲开发
银行。

中建七局助理总经理兼海外事
业部总经理罗彬介绍，2018年 4月，

在获取项目招标信息后，中建七局海
外事业部迅速组织孟加拉办事处营
销团队前往尼泊尔参与投标。在中
建七局交通公司海外营销小组的积
极配合下，克服了时间紧迫、人员短
缺、语言障碍等困难，最终以良好的
企业信誉、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
技术实力、优秀的投标方案以及合理
的商务报价，在众多国际工程公司中
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两个标段。

据了解，此次中标既是中建七局
通过自主营销获得的国际公开竞标
项目第一标，也是其作为总承包方在
海外基础设施领域揽获的第一标，同
时也是中建系统在尼泊尔市场斩获
的第一标，对进一步开拓尼泊尔市场
具有重大意义。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逯彦萃）11月
24日上午，郑州市政府举行“就医一卡
通、医保线上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启
动“门慢处方共享、在线挂号、视频问
诊、送药到家”的线上线下服务新模
式。

该模式依托门慢（门诊慢性病）处
方共享平台，实现定点医院和药店的
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目前，郑州市
中心医院和张仲景、大参林部分定点
药店已开展这项服务。

线下流程中，医保慢性病患者在
定点医院完成就诊后，医生开具的处
方会自动上传至门慢处方共享平台，

平台会将处方信息和能够取药的药店
信息通过短信推送给患者，患者可在
药店完成线下购药。

线上流程中，医保慢性病患者可
以通过“郑州市社保卡”微信公众号
在线问诊和门慢购药功能进行在线

挂号，并向医生发起视频问诊，医生
根据问诊情况开具处方并上传门慢
处方共享平台。上传成功后，平台会
自动定位患者当前位置并匹配满足
处方的周边药店供患者选择，患者确
认药店后可以选择门店自提或者送
药到家。

目前，门慢处方共享平台暂支持
异体器官移植、慢性心力衰竭等 15种
职工重特大病种（有具体治疗方案）申
报患者使用处方共享服务，覆盖药品
达到 919 种。随着业务的不断推广，
会逐步接入更多的定点医药机构和更
多病种。

据悉，纳入门慢处方共享平台的
药店，其对处方的定价都不得高于医
院处方划价。处方共享药店与医院的
药品名称、规格、厂家、批准文号完全
一致。患者无论是在处方共享药店购
买，还是在医院购买，药的种类和品质
都是一样的。

省人社厅医保处处长王雪辰说，
门慢处方共享平台能通过处方外延将
药品销售从医院转移到药店，引导药
店间的合理竞争和让利，降低参保人
员的医药费支出。“这项工作郑州走在
了全省前列，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
位。”③6

□本报记者 宋敏

河南打造高水平的航空枢纽再迎利好。11月
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
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支持郑州机场利用
第五航权，允许外国航空公司承载经郑州至第三国
的客货业务。

针对河南自贸试验区的这一具体政策，更有利
于我省枢纽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以“空中丝绸之
路”为核心，郑州机场正加紧建设具有突出效率优势
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服务更加优质的航空客运枢
纽和多式联运更加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将进一步
提升河南对外开放的格局。

部分国际货航已享第五航权

何谓第五航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航空公
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
装载客、货的许可，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上下旅客
和装卸货物。

“第五航权被业界誉为‘最具有经济实质意义’
的航权，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河南
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它也是对航权对等原则的
颠覆性突破，相当于允许他国飞机获得本国与第三
国之间的航线客源与货源，让本国航空公司飞往第
三国的航线客源与货源受到分流与竞争。

目前，郑州机场已经有一批国际货运航线享受第
五航权。其中，卢森堡货航享有卢森堡经郑州至北美、
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方向每
周20多班的第五航权；马来西亚货运航空公司基本具
备以郑州为中间点至美国和印度方向的第五航权。

值得一提的是，能够畅享第五航权，得益于中国
民用航空局高度重视并支持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建设。2017年 1月，中卢两国举行航空会
谈，就扩大卢方航权配额达成共识；2018年 8月，中
国民用航空局代表团专程赴卢森堡，与卢方就进一步
扩大两国间航权等合作举行会谈，在进一步增加卢森
堡货航在郑州的航权额度，新增以郑州为中间点至美
国、欧洲通航点和航权配额，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航权额度等方面达成共识并签署备忘录。

第五航权开放对货运业影响大

2015 年 5月 18日，郑州机场首开第五航权航
线。通过采用第五航权，卢货航执飞的货机从卢森
堡装载货物之后，在郑州机场可进行二次装卸，并直
飞芝加哥机场，而无须折返欧洲；返程时在芝加哥机
场完成装卸任务后，同样在郑州拥有再次集疏、调整
货物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集散了三大洲物流。

有分析称，第五航权开放对货运业影响较大。
郑州机场首条第五航权航线，就是一条全货运航
线。选择第五航权，装载三地货物，可以避免运力浪
费。而第五航权开放，必然伴随货物中转量提高，这将成为郑州机场跻身国际
航空枢纽的有利跳板。

河南骏腾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马俊同样充满期待。“第五航权的开
放，将有更多外国航空公司考虑在郑州落飞机，对货代公司是大利好。”他说，
目前郑州机场货运航线只是欧洲线路丰满一些，随着外国航空公司的落地，今
后郑州国际货运航线特别是美洲线路势必变得丰满起来，作为货代公司便有
更多业务可以揽承。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认为，此次国务院明确指出支持郑州机场
利用第五航权，势必极大提高郑州机场的货运量与竞争力，带动航空关联产业
的发展，助推河南搭建一个参与国际分工、构建开放高地的新平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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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一带一路”结硕果
总部位于郑州的中建七局中标尼泊尔最大基础设施项目

门慢处方共享、在线挂号、视频问诊、送药到家

郑州开启慢病医保服务新模式
该模式依托门慢（门

诊慢性病）处方共享平
台，实现定点医院和药店
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孙凯 摄影报道

初冬时节，汝南县天中山文化园内，满树金黄和片
片落叶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妙画卷，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游玩。⑨6

初冬美如画

▲儿童在欢快玩耍。

▶

植物色彩绚烂。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杨
光宏 王利军）眼下，“中国化妆刷之
乡”鹿邑县尾毛化妆刷产业园一片繁
忙景象。因为在全国“双创周”的精彩
表现，国内外订单纷至沓来，相关企业
一边着手 6S 规范提升，喜迎客商验
厂，一边着力扩大经营规模。

就在前不久，2018年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四川成都举行，
鹿邑县作为全国唯一县级“双创”单位
受邀参加，并凭借“鹿邑化妆刷”从
150 家“双创”单位中脱颖而出，成为
10家具有代表性的“双创”单位。

“这个生产车间为中韩合资，占地
2万多平方米，12月初就能试生产。”
11 月 24 日，在一处正在施工的厂房
前，河南海新化妆用品公司董事长秦
应成与记者聊了起来。

去年，海新化妆与韩国正一集
团达成合作协议。今年 3 月，双方
共同投资新建精品化妆刷生产线，
借助鹿邑尾毛化妆刷产业集群效应

和韩方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国内
及欧美的化妆刷市场份额，并进军
日韩高端市场。

近年来，鹿邑县大力实施“凤还
巢”工程，规划建设化妆刷创业小镇、
创业街区、产业园和羊毛衫创业孵化
园，从土地审批、厂房建设、减税降费、
金融支持等方面优化投资环境，吸引
深圳、天津、义乌等地的鹿邑籍老乡返
乡创业，形成了尾毛化妆刷、羊毛衫加
工两个特色主导产业。

（下转第三版）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03│要闻

走进自贸试验区

以智能制造引领转型发展
——全省智能制造观摩点评活动侧记 02│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