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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在全国开先河的举措：从2018年5月7日起，许昌市在全国

率先实施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制

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扶助对象购买住院护理保险。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一年，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助政策覆盖44385人，已有7000多人享受政策

“红利”，补助金额近千万元。

许昌为什么要对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实施住院护理补助，效果如

何？市民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探索加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许

昌何以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关注】

独生子女父母住院发护理补助

“这边是我住院，那边是孩子他爸住院，
就这一个娃，分不了身，不得‘作难’吗？”4
月 11日，65岁的许昌市民赵喜娥回忆起入
院时的担忧，焦虑依然写在脸上。

赵喜娥家住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小区，膝
下只有一个儿子。今年3月，她因为脑血管
疾病差点昏厥倒地，医生诊断后要求住院治
疗。可她死活不肯。

3年前，她患过一次病，住院治疗期间，
儿子既要工作又要到医院照顾她，忙得焦头
烂额。当时也想过请人护理，可受经济条件
所囿，盘算一番后只好作罢。这一次，她的
丈夫也躺在病床上，她怕孩子照顾不了。

正是许昌市实施的60周岁以上独生子
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助
政策，解了赵喜娥的燃眉之急。“因为有了这
个新政策，孩子可以去照顾他爸，我用补助
的钱请了一个护工，照顾得也可周到”。她
说，“住院 13天，补助 1300元，这是把好事
办到了我们心坎上！”

在许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许昌市卫健委副主任慕小燕介
绍，住院护理扶助制度实行按病种分类扶
助，扶助病种主要包括内科、外科、精神与行
为障碍类等13大类 1059种，基本涵盖了需
要住院治疗的疾病。

按照规定，住院护理补助标准为独生子
女父母每人每天100元，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每人每天150元，按实际住院天数支付，每年
度最多累计支付60天。也就是说，独生子女
父母，每人每年最多可补6000元；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每人每年最多可补9000元。

截至目前，在许昌市 60周岁以上独生
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有 7623
人像赵喜娥夫妇一样享受这项政策，共获得
907.05 万元补助金。其中，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人均住院天数为 13天，平均支付金额
为 1300 元；特殊家庭人均住院天数为 15
天，平均支付金额为2250元。

【破局】

试水破解独生子女父母养
老难题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既是社会热
点，更是现实需求。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许昌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87.97万，占人口总数的17.88%。“421”家庭
增多、老龄化加剧、独生子女难以陪侍照料
老人……伴随“银发浪潮”袭来，养老问题尤
其是独生子女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让独生子女父母安享晚年？这个
迫切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不少独生子
女家庭面前。

为减轻独生子女家庭负担，我省出台
“独生子女护理假”，明确规定：“领取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老年人住院治疗期间，其子
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每年累计不少于20日
的护理假。”在此基础上，许昌结合自身实
际，实施 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助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财政出资购买商

业保险，用于扶助对象住院护理补助，所需
资金由市、县两级按照 1∶1的比例分担，由
财政部门按照实际参保人数据实拨付，住院
护理扶助对象不需要承担。

这一民生“红利”的覆盖面有多大？
许昌市卫健委副主任李银鹏表示，住院

护理扶助制度的扶助对象，包括两大类，一
类是许昌市年满 60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
另一类是女方年龄在49周岁以上的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包括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等家
庭。两者相加总人数逾4.4万人。

据介绍，凡具备许昌户籍的 60周岁以
上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出
申请、提交材料后，经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
保险公司将在2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金发放
至申请人指定账户。

【前瞻】

构建多层级社会养老体系

“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生活的帮助，更是
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抚慰。”4月 12日，收到
600元住院护理补助金的赵海军老人告诉
记者，对独生子女父母的住院护理补助金额
不算多，却特别暖心。

许昌市实施的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
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助政策，
已经吸引了郑州等省内外多个城市考察团
前来参观学习。今年 1月 22日，在全省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上，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阚全程专门为许昌的这项举措点赞。

该市卫健委负责人坦言，作为一项在全
国率先实施、“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许昌
市将坚持为民惠民、务实推进原则，在程序
简化优化、便民利民上作更多探索。比如，
今年就将过去的“扶助对象需提供身份证和
户口本”条款修改为“扶助对象需提供身份
证或户口本”；扶助对象需提供的各种票据
也进行简化，避免异地就医者往返奔波。

他们还打造一套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管理
信息系统，实现了全市信息互联互通，方便
扶助对象就近选择服务网点办理护理申请。

与之同时，许昌市以城市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为支撑，打造出“一碗汤”距离养老服务
圈，为包括独生子女父母在内的老年群体营
造舒适、舒心的养老环境，实现老年人就近
养老、方便养老。

据了解，许昌在全国率先实施 60周岁

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

助制度，每年财政需要为之支出近千万元。

敢于大手笔民生投入的“底气”，是许昌市

委、市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离

不开许昌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018年，许昌市实现生产总值 2830.6

亿元、位居全省第四位，全年涉及民生的财

政支出 227.1 亿元，城市宜居度、居民幸福

感等4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

夕阳和煦，晚霞静美。许昌以实施 60

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和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住院护理扶助制度为抓手，让惠老之举更

实，让敬老之风更浓，使独生子女父母生活

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7

魏都区：社区“微治理” 居民“唱主角”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本报通讯员 余帅领 丁姜岚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细胞”，在我国城镇
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如
何构建？

许昌市魏都区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工作，按照“因地制宜、凸显特色、打
造品牌、形式多样”的原则，围绕社区居民的
所需所盼，创新探索、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 31个“全国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魏都区榜上有
名，亦是本批次全省唯一的入选者。

“大娘，这几天感觉身体咋样？有没有
按时吃药？”4月 12日上午，在许昌市劳动

路市政家属院 93岁的居民李秀梅家中，上
门义诊的谢丽方医生一边给老人测量血压，
一边关切地询问老人近况。

谢丽方来自魏都区八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从去年开始参加“医路陪伴”志愿服务
项目，为辖区孤寡老人、敬老院老人提供上
门义诊等服务。这个项目针对八一社区老
龄人口多的现状、由居民代表协商后开展，
是社区打造的特色服务品牌，也是开展“公
约行动”进行社区治理的有益探索。

“过去开展活动，常常是社区干部奔来
跑去，现在我们让社区居民‘唱主角’。”八一
社区主任李俊娜说。在公共项目运行中，社
区重在发挥引导作用，从制定公约到采取行
动，都是志愿者和社区居民自己做主，调动
大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进互动

交流、推动邻里和谐。
“社区需求让居民表达、社区问题让居

民讨论、社区事务让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
“公约行动”，在魏都区遍地开花，实现了从
“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文惠社区开展了“点亮微心愿·争做圆
梦人”公益众筹项目，仅用半天时间就帮12
名困难群众圆了“微心愿”；金地社区发出
助力河湖水系治理“征集令”，招 8名志愿
者，信息发出仅一天，30多名志愿者踊跃响
应；大同社区为居民搭建邻里互助等志愿服
务平台，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补短板，强基础，魏都区在密织网格、创
新服务上下功夫。走进七一社区，便民服务
大厅、社会组织服务站等便民利民服务设施
映入眼帘，网格员正在岗位上忙碌。近年

来，七一社区以“服务承诺化、网格精细化、
组织多元化、特色品牌化”的“四化”建设为
重点，打造出了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

“小网格”服务“大民生”。在魏都区，
86个社区分成 620个社会治理小网格，实
行轨迹化、规范化管理，让网格融“民情收
集、诉求上达、关爱帮扶、矛盾调解、事项代
办”为一体，每年受理群众诉求两万余件，办
结率在97%以上。

魏都区委书记张书杰介绍，魏都区获
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是
继“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之后获得
的又一“国”字号“金牌”。下一步，魏都区
将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整合资源、拓展内
容，打造社会治理和服务创新的“魏都样
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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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公开宣判一起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
非法收车22起 10名被告获刑

本报讯（通讯员 陈艳玲 姚永丽）近日，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非法收车案，赵某等十名 90
后的年轻人分别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六年零六个月至
一年零九个月不等刑期，并被处以罚金、没收作案工具、
追缴违法所得等。

2017年以来，赵某等十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利用网
络揽生意的方式，对全国各地一些逾期还款车辆进行暴
力收车，他们采用盗取、控制人身自由、强行抢夺车辆钥
匙等非暴力和暴力手段，多次有组织的实施寻衅滋事等
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赵某等十人为获取非
法利益，多次强拿硬要或者占用他人财物，情节严重，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
赵某等十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采取盗取、控制人身
自由、强行抢夺车辆钥匙等暴力、威胁手段强行收回车
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且为实施犯罪组成专门从事

“非法收车”行为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属恶势力犯罪
集团。

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赵某
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六名被告人为主犯，三名被告
人为从犯，并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综合考虑犯罪
既未遂、损害后果及被告人坦白、认罪悔罪、自首等各种
情节后予以区别量刑。7

禹州无梁镇

“马拉松”跑出乡村游魅力

本报讯（通讯员 贾云涛 朱晓路）近日，无梁镇在大
木厂村举办首届“钧都府杯”山地微型越野马拉松全民
健身跑暨乡村旅游节活动，550名马拉松爱好者在新修
建的山地马拉松赛道上驰骋奔跑。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广西、江西、浙江和郑州、洛
阳、平顶山等省内外专业选手参与。总参赛人数远远超
过预期人数。现场除了参赛选手之外，前来游玩的人数
也一度爆棚，各景点人数当天就达到了3万人之多。

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是选手需要经过一段原生态
越野山路和乡间小道。赛道把大木厂村的各个旅游景
点串联了起来，让参赛者一路上健身奔跑，一路上观看
沿途风景，感受生态之美、地势之美、赛事之乐。

据统计，无梁镇 3天的乡村旅游节活动，共接待游
客 4万多人，实现餐饮、土特产、交通、零售业等旅游业
收入达 120多万元，展示了“乡村旅游+体育赛事”的魅
力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成效。

无梁镇大木厂村位于镇政府西北 2公里，距禹州市
区25公里，背靠具茨山，属省定深度贫困村。近年来，无
梁镇挖掘大木厂村丰厚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上精准发力，通过户外活动基地、游
客服务中心、黄龙谷景区、知青旧居、山地微型马拉松赛
道等一大批乡村振兴工程的项目建设，带动了乡村旅游
的发展。7

鄢陵县纪委监委

“模拟办案”磨砺过硬本领

本报讯(通讯员 孙根强 李超)“当事人犹豫不决的
时候，我们就要根据前期调查时掌握的情况，逐步地向
当事人透露一些简单的内容，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最终促使当事人完全交代问题。当然，这个环节一定要
提前准备好录音录像，并适时做好笔录……”

在 PPT课件的展示下，台上的人讲得清晰透彻，台
下的人听得认真仔细，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像这样的
场景，每周二下午以及重大违纪案件展开调查前，鄢陵
县纪委监委会议室内都会上演这一幕，办案人员都会聚
集在一起模拟办案，很多时候因为一个细小的问题争得
面红耳赤，但当问题顺利得到解决时，又为学到了新的
办案本领击掌相庆。

“监察体制改革后，巡察及派驻机构注入大量新血
液，其中大部分成员缺乏办案经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在遇到一些重大案件时，会不定期进行模拟办案，
以期案件查办能够顺利推进。”该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武林涛说。

截至目前，该县已举行模拟办案 78场次，参与学习
人员 460人次，办结案件 37件，极大地提升了办案人员
的办案水平。7

许昌供电公司

当好植树“电参谋”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大爷，输电线路保护区内
不能植树，不但危及线路安全，还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你
看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教训。”近日，在许昌供电公司 110
千伏付建线建安区五女店镇后汪村，该公司输电运检室
员工沈赛博正在给村民宣传线下植树危害，劝阻植树时
远离电力线路。

随着全市植树活动的开展，为减少新生树线矛盾，
许昌供电公司提前防范，积极开展植树引导活动，全力
防范线下植树现象的发生，真正做到“植树绿化，不留隐
患”，确保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主动与林业、土地等有关单位对接，掌握全
市集体开展的大型植树活动，提前与植树部门沟通协
调，在安排植树造林时，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植树。
该公司还组织输电运维人员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全面
开展线下植树检查活动，及时指导客户避开输电线路植
树，全力消除线下植树事件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积极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
动，提升全民参与保护电力设施意识。引导活动开展以
来，该公司共发放宣传单 4700余份，劝阻 16户群众进
行了树木移栽，清理线路下树障3900余株，切实做到了
防患于未然。7

一位老人在展示手中的住院护理补助政策“明白卡”。

□许昌观察记者 牛原 摄影报道

4 月 11日 10时 39分，漯河市临颍县瓦
店镇秦庄村五组，两个面相相似的年轻人紧
紧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二人本是双胞胎兄弟，哥哥叫张建超，弟
弟叫张建强。1991年，10个月大的张建超被
人从家中抱走，并被带到许昌县（今建安区）
五女店镇。为了这场团聚，他们等了28年。

张建超的大姐张香梅说，在28年的寻亲
过程中，家人到处打探弟弟的消息，从未间
断。父母去世后，张建强专门到当地公安机关
采集了DNA信息，却没有查到哥哥的消息。

“大概在 8年前，我和亲戚聊天时，偶然
得知自己是抱养的。”张建超说，2018 年 7
月，他到建安区公安局采集了DNA信息，希
望警方为自己找到家人。

建安区公安局民警张宏庆说，近期经过
DNA数据库比对，发现双方信息相符。在许
昌市公安机关和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张
建超和家人终于见面相认。

“28年后还能找到亲哥哥，就像做梦一
样。”张建强说。7 失散了28年的张建超、张建强兄弟二人紧紧相抱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跨越28年的团聚

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每人每天补百元
——许昌市6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及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扶助制度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