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典型经验做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报，对国务院

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

扬，其中，我省5项典型经验做法上榜。本报今起开设专栏，报

道这些典型经验的亮点、成效，展示我省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

生动局面，为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③8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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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12月 10日一大早，焦作市武陟县
北郭乡岳马蓬村29岁的李宠兴坐在电
脑前一边看视频“充电”，一边做笔记。

“趁养病时间，俺多学点电焊技术
理论知识，康复后才能‘重操旧业’，靠
电焊技术早日脱贫摘帽。”李宠兴信
心满满地说，自己可不愿因病拖脱贫
攻坚的后腿。

5 年前，李宠兴可不敢说这“大
话”。那时他患上尿毒症，被医疗费用
压得喘不过气。转机出现在2017年 7
月，他被列为健康扶贫对象。

“你信不，俺在郑州做肾移植手术
只掏了 3000多元。”李宠兴掰着手指
说，医疗费用总共87598.52元，其中合
规费用为83753.43元，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大病补充保险报销及民政救助、
慈善救助合计 80325.93元，医疗保险
精准扶贫托底救助又报销3427.5元。

出院后，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经常
上门为他体检，对他进行健康指导。
他的身体逐渐康复，明年就能继续干
电焊活挣钱养家。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在42%以上，这个

比例在焦作更是超过45%。
为了啃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硬骨头”，焦作市在全省率先实施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探索建立“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新
模式，即定制医疗服务方案、定制医保
救助方案和实行社会救助兜底。

定制医疗服务方案，确保贫困群
众看得好病。组建健康扶贫医疗服务
团队，为每个因病致贫群众明确一名
家庭医生，开展“一对一”家庭签约医
疗服务，贫困群众签约率达 100%。
温县温泉镇觉石头村村民郑宇轩患戈
谢病，需用进口注射液进行治疗，每月
1支，每支 2.3 万元，且该药品不在省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相关

部门通过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和积极
争取，将药品纳入了报销补偿范围。

定制医保救助方案，确保贫困群
众看得起病。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三重医保”和民政医疗救助、慈善医
疗救助、医疗保险托底救助“三重救
助”的“3+3”医疗保障体系，以定制医
保救助方案来完善精准扶贫救助机
制。郑宇轩医疗总费用 20 多万元，

“三重医保”报销和民政、红十字会救
助共19万元，个人自付1.6万元，实际
补偿达92.3%，个人仅负担7.7%。

实行社会救助兜底，坚决守住贫
困群众医疗底线。将接受“两定制”帮
扶救助后仍未有效解决实际困难的贫

困群众纳入低保兜底线范围，整合资
源、完善机制，动员企业、爱心人士、社
会团体等积极参与，解决群众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

“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模式实
行以来，焦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全市因病致贫人数由2.69万人减
至 1.67万人；免费为贫困群众提供健
康管理或体检2.5万人，做到了小病不
出村；今年前三季度，托底救助贫困人
员 16238 人次，医疗总费用 3264.36
万元，报销率达90.5%……

11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对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
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的通报》，对
焦作市“实行‘两定制兜底线’打造健
康扶贫新模式”等典型经验做法给予
表扬。

11月 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重庆市忠县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深化医改典型经验。焦作市应邀
参会介绍“实行‘两定制兜底线’打造
健康扶贫新模式”的典型经验做法。

焦作市扶贫办主任王国建说，“两
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模式，完善了贫
困人口多层次医疗服务保障体系，避
免了“老病号”长期患病加剧贫困、“新
病号”因病加重贫困、“已脱贫户”因病
返贫等问题发生。③8

本报讯（记者 屈芳）12月10日，省长陈润儿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
形势和明年重点经济工作。

会上，省发改委作了汇报，统计、工信、财政、
人社、住建、农业农村、商务、税务、金融等部门补
充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省
委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万众一心、奋发进取，经济社
会保持了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动能转换有所加快、运行状态持
续改善，年初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有望实现。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周密部署的结果，
是全省上下砥砺前行、真抓实干的结果。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在稳中有进的同
时，也存在稳中有变、稳中有忧，明年面临的形
势可能比今年更加严峻、困难和挑战可能更
多。但要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河南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基本面长期向好、
增长点不断壮大。我们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做
好应对准备，又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
力；既要树立底线思维、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更
好结果，又要增强机遇意识、努力危中求机、争
取工作主动。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提质量统一起
来、把稳增长与抓改革强动力统一起来、把稳增
长与防风险降杠杆统一起来、把稳增长与保就
业惠民生统一起来。坚决把发展扭住，把风险
管住，把重点抓住，把民生兜住，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舒庆、
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刘伟、霍金花，秘
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9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2
月 10日上午，河南省工会第十五次代
表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中华全国总
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致辞，
省委书记王国生出席并讲话，省长
陈润儿、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阎京华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对五年来河南工会
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级工会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
神，始终保持工会工作正确方向，紧扣
工运事业时代主题，切实履行维权服
务基本职责，加大工会改革创新力度，
把新时代工会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

力、更加坚强有力。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
全省广大职工、劳动模范和工会工作
者致以问候，对省工会十四大以来全
省各级工会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
贡献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工人阶级和工
会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
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省广大职工要
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彰显建功新时
代的担当作为，展现出彩河南人的新
风采。

王国生强调，广大职工要坚定理
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
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
护”，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要矢志改革创新，
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融入改革大潮，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劳模为镜，以劳动为荣，
以敬业为重。要勤于学习实践，努力
做新时代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

王国生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
改革和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改革创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突出
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大抓基
层基础，推动新时代工会工作迈上
新台阶。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的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强
化组织领导，加强工会领导班子建
设，进一步营造支持工会工作的浓
厚氛围。

喻红秋、孙守刚、赵素萍、任正晓、
黄强、孔昌生、马懿、穆为民、江凌、胡永
生、刘伟和省级老同志李志斌、张大卫
出席。王保存主持并代表省总工会第
十四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群众团体
和驻豫部队代表分别致贺词。851名
职工代表出席大会。③8

□栾姗

经济学家罗伯特·墨菲曾说：“经

济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交换的研究。”

的确，郑州市拿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审

批通过的轨道交通规划，换来

了中国中车核心子公司四方股

份落户荥阳；出台破解政府监

管、企业清关、消费者维权“三

难”的改革性方案，换来了郑州

市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

获批……“交换”的故事，在中原大地

竞相上演。

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

展，下一步，我们不妨继续扭住“换”字

做文章：充分挖掘区位、政策等优势的

红利空间，顺应新兴产业智能化、轻资

产、跨界式新趋势，培育智能传感器、

汽车电子、5G、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缩小与沿海地区发展差

距，积极参与产业竞争，这叫“以空间

换时间”；充分利用我省的种养业等优

势特色资源，打造支柱产业，培

育壮大本土知名品牌，实现资

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是谓

“以资源换产业”；积极承接环

保装备等产业转移，与省内外

有产品、有技术、有市场的优势

企业合资合作，以存量的优化调整引

进更大的增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做到“以存量换增量”。

既 脚 踏 实 地 ，又 敢 想 敢 干 ，多 在

“换”字上做文章，河南的经济活力必

将充分涌流。3

新华社北京 12月 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
泰因迈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位战
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让中德合作取
得更多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
界和平与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
杂深刻的演变。中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
同或相近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边合

作，在造福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
更多稳定性。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

深化中德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
础。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德双方政府和各
界的主流意愿。双方要总结中德关系的
成功经验，继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
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德方继
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双边丰富多样
的对话机制，加强政策沟通。

保持中德关系的活力，需要坚持开放

和创新合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已捷足
先登。我们愿意同包括德国在内各国继
续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希望德国
继续对中国投资保持开放。

拓宽合作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可以
提供重要平台。中方愿同欧方、德方积极
探讨开展三方合作，推进欧亚互联互通战
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做大亚欧
大市场。（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会谈
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河南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
阎京华致辞 王国生讲话 陈润儿刘伟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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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换”字上做文章

□本报记者 陈慧

1978年，我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从农村到城市，从平原到山
区，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也是这一年，豫西伏牛山区，一群
林业人在悄悄地做一场试验——人工
模拟飞播造林。试验的成功，改变了
我省单靠双脚地面造林的历史，山区
播绿从此插上飞翔的翅膀！

40年来，全省飞播造林由人工模
拟试验，扩大到集中连片、大规模生产
应用；由伏牛山区扩大到太行、桐柏和
大别山区，先后在三门峡、洛阳、安阳、
新乡等12个省辖市的39个县（市、区）
实施飞播作业 1626.9 万亩，成林 389
万亩，相当于建了1300多个绿博园。

实践证明，飞播造林以其速度快、
省劳力、投入少、成本低、不受地形限制
等独有的特点和优势，在加速我省荒山
造林绿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望来时路，曾经的艰辛消弥于
濯濯童山。天空无痕，群山披绿，见证

着如歌岁月。
初冬时节，辉县东部山区，层林尽

染。车沿着山路盘旋而上，两旁树木
枝叶繁茂。一只小松鼠突然从树丛中
窜出来，东张西望，看到车来了，蹦跳
着隐没于树林中。

见到这萌萌的小家伙，车上的人很
惊喜。同行的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飞播
站站长霍宝民却笑言对它们又爱又恨。

为何“爱”？鸟鼠越多，意味着植
被恢复，生态转好。为何“恨”？鸟鼠
最爱吃飞播种子。飞播人有句话“松
鼠横行，种子流泪”。

飞播人开始研究如何为种子套上“防
护罩”？“拌上驱避剂，让鸟鼠闻了‘没胃
口’。”霍宝民说，有些地方干旱少雨、土壤
瘠薄，他们就为种子穿上“营养衣”，采用
保水剂、生根粉等为种子进行拌药处理。

变化的当然不止这些。40年，历史
的车轮滚滚前行，河南的飞播倍道而进。

树种在变。
数量增多。飞播初期，仅油松1个

树种，后来扩大到马尾松、侧柏、臭椿、
黄连木等10个树种。

结构优化。2007年，全省飞播树种
实现了由以油松、马尾松、侧柏等单一针
叶树种为主全部向针阔混交树种转变。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院长冯慰冬表
示，今后不仅要让荒山绿起来，还要美
起来。在飞播油松、侧柏、黄连木、臭
椿、刺槐、栾树等常规树种的同时，还
将因地制宜选择连翘、红枫、黄栌、元
宝枫等彩叶观赏树种。

机种在变。
服务时间最长的要数运五型飞

机。30多年来，它在河南大面积荒山

绿化进程中居功至伟。到了 2015年，
更为轻巧机动的小型直升机取代了笨
重的固定翼飞机。

今年7月，太行山区又出现了无人
机的身影。这种小汽车拉着就走、两人
能抬着上山、可随时降落的飞播利器首
飞试验成功，架次飞播面积在150亩左
右，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标志着我省飞
播造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阶段。

技术在变。
飞播造林是一项技术性较强、涉

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播区如何规
划？种子怎么能飘撒到既定播区？冯
慰冬介绍，2015年，我省首次将与“互
联网+”紧密结合的 3s新技术应用到
播区选择和规划设计中，不但节本增
效，飞播还像发射导弹一样精准。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40年芳华，

青丝生了华发，绿色染遍荒山。
通过“飞、封、造、管”相结合，全省已

形成集中连片 1万亩以上的飞播林有
130余处，10万亩以上的有12处，30万
亩以上的有4处。太行山区、伏牛山区
的 8个县（市）建成了总面积 156.13万
亩的飞播林基地，创造出巨大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据统计，飞播造林使
栾川增加有林地面积 65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17.5%，全县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625平方公里，农作物产量增加20.3%。

飞撒绿水青山，化身金山银山，很
多飞播区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的新路子。辉县的万仙山、八里
沟、关山、轿顶山、宝泉、齐王寨等知名

景区全部集中在飞播区，森林旅游已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时代变了，造林理念变了，飞播人
的面孔变了，始终不变的，是那一颗颗
绿化荒山的决心。

攻克飞播难啃的“硬骨头”，对飞
播林进行抚育间伐，搞好补植补造，继
续推广新成果、新技术……未来，飞播
人依然重任在肩。

冯慰冬说，我们将紧紧围绕森林河
南生态建设这个中心，突出抓好播区选
择和规划设计两个重点环节，强化飞播
宣传、播后管护和试验研究三项举措，
实现飞播疏林地、灌木林地向乔木林地
为主的转变，飞播机型由运五型飞机向
直升机、无人机灵活机型为主转变，由
靠经验飞播向科学飞播的转变，由飞播
造林向飞播营造林为主转变。

使河南无山不绿，让中原更加出
彩，飞播人目光坚定，步履铿锵！

播撒绿色40年 濯濯童山满眼翠

飞播造林谱写美丽河南更加出彩新篇章

河南飞播造林 40 年成就巡礼①

之路
庆祝改革开放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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