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32019年6月 13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美编 刘竞

本报讯（记者 曹萍）6月 12日，记
者从省医保局获悉，国家医保局将在
全国开展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范”工
作，我省安阳市成为基金监管方式创
新试点城市、开封市成为基金监管信
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信阳市成为医
保智能监控示范点城市，入选地区将
在基金监管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进一
步管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据介绍，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
将积极引入信息技术服务机构、会计
师事务所、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
参与监管，建立健全数据筛查、财务
审计、病历审核等合作机制；同时，加
强与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药监
等部门协作，构建联动监管机制。

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将建
立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定点
医药机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定
点医药机构分级管理制度和医保医
师、医保药师积分管理制度等。医保
智能监控示范点将重点提高智能监控
的覆盖面和精准度，运用智能监控系
统加强对临床行为的过程监控，并推
广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应用，
开展药品进销存适时管理，并建立省
级集中监控系统。

“计划利用 2年时间，在试点（示
范点）地区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模式和标准，提高医保基金
监管力度。”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③3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开
封市顺河回族区东郊乡白塔村南，开
封市烈士陵园就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
之间。

这里，记录着开封大地那段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这里，铭刻着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践行的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这里，书写着开封人民传承英烈
精神不断前行的崭新篇章。

开封市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2年，
1975年迁至白塔村南，是民政部命名的
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南省中小
学德育教育基地、省级国防教育基地。

6月 3日，走进开封市烈士陵园，
巍然矗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庄严、肃
穆，碑上镌刻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纪念碑的后方，分布着革命烈
士英名碑、解放开封战役无名烈士公
墓、粟裕将军部分骨灰敬撒处、革命烈
士墓区等。

翟富昌、王开顺、刘伯泉……烈士
英名碑的黑色大理石碑面上，镌刻着
4495位烈士的姓名，每个名字的背后
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解放开封战役无名烈士公墓，是
为缅怀那些为开封解放而牺牲的无名
英雄所建。1948年 6月 17日，解放开
封战役打响。经过 5个昼夜的浴血奋
战，开封胜利解放。陵园迁建时，以前
散葬的无名烈士遗体被集中安葬于
此。“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墙上
刻下的 10个大字，饱含着人们对英雄

无限的敬意与怀念。
“粟裕将军部分骨灰敬撒处”的

石碑在一片绿色植物的环抱之中。
粟裕将军为开封战役的胜利、开封的
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84
年 2 月 5 日，粟裕将军逝世。不举行
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将军的
遗愿是把骨灰撒在河南、山东、安徽
等他曾经频繁战斗过的土地上，与长
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同年 5月
31日，粟裕将军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开
封市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公墓前、革命
烈士墓区旁。

除此之外，开封革命烈士事迹陈
列馆也是大家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
豫东暴动、水东抗日、解放开封……这
里有说不完的革命故事。粟裕、杨靖
宇、王若飞、胡万杰、郭向新……这里
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人。馆内布展以时
间为序，通过图片、文字、遗物、雕塑，
结合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生动展
示了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
近年来，每年到烈士陵园祭扫的人数
都在增加。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前
来祭奠的群众多达7.5万人次。

同时，烈士陵园还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积极组织讲解员开展红色宣讲、
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志愿服务等
活动，广泛营造崇尚英烈、学习英烈、
保护英烈的浓厚氛围。

“行动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
好的传承。”开封市烈士陵园管理处
主任梁和平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烈士陵园管理处将紧紧围绕褒
扬先烈、教育后人、弘扬红色文化的
宗旨，切实做好各项工作，让英烈的
精神成为推动开封改革发展的强大
精神动力。③8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开封市烈士陵园

定格历史 铭刻初心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对于执行
案件的申请人来说，最高兴的是法院
能将自己的案件快速执行到位，但
实践中，难免会面临另一种无奈的
结 果 ——“ 终 本 ”，即 终 结 本 次 执
行。6月 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
对执行申请人的利好消息，我省法院
出台《关于规范终本案件征求申请执
行人意见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执
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需征求申请人的
意见，并就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作出
具体规定。

“终本”是指人民法院穷尽一切执
行措施，也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就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作结案处理。通俗地讲，“终本”相当于
对执行案件按下“暂停键”。“终本”并不
意味着法院不再管了，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就再也无法实现了，当发现可供执行
的财产时，法院将继续恢复执行。

据悉，以往法院对执行案件作出
“终本”决定的时候，有的会提前与当
事人沟通，有的则直接下达裁定。为
了对“终本”程序作出严格规范，确保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质量，充分保
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省高院遂根据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出台了这个新规。

约谈方式原则采取面谈方式，也可
以采取电话、邮件、传真、短信、微信等
方式约谈。③9

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范”

我省安阳开封信阳
入选试点名单

我省法院执行工作出台新规

终结本次执行需
征求申请人意见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孙小辉

驻村第一书记赵国华没有按规
定在村里住，查实情况后怎么办？上
蔡县纪委监委做出了一个“意外”的
决定：“根据调查情况，并参考赵国华
平时工作表现以及认错态度，县纪委
监委启动容错机制，对其进行了容错
认定，免予对其进行党纪处分。”

“ 组 织 上 对 我 的 容 错 减 责 处
理，让我深受感动。同时这也是一
次警示，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
更好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6 月
11 日，正在贫困户家中走访的赵
国华动情地说。

去年8月 1日晚，上蔡县纪委监
委检查组抽查驻村第一书记在岗情
况时，发现该县无量寺乡坡王村驻
村第一书记赵国华，未严格执行“五
天四夜工作制”，违反规定回家居
住。针对这一情况，上蔡县纪委监
委调查后发现，赵国华患胆囊炎需
治疗，独自在家的 80多岁老母亲需
人照顾，便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口头汇报后，当晚回家居住。
上蔡县纪委监委经过研究，认

为赵国华符合容错情形，作出容错
认定结论并反馈给他本人。这件事
后，赵国华的干劲更足了。

“得到澄清后，思想上没了包
袱，感觉一下子轻松许多。”走出遭
人恶意举报的阴影后，上蔡县华陂
镇柿园彭村党支部书记彭建勋把更
多心思放到做好脱贫工作上了。

去年 10月，上蔡县纪委监委接
到群众举报彭建勋在扶贫领域的相
关问题线索后，迅速组成调查组进
行核实，结果举报中的四个问题均
被查否。当月，上蔡县纪委监委专
门安排调查组人员，到该村召开全
体党员干部会反馈调查结果，对彭
建勋予以澄清正名。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上蔡县贫困
人口基数大，脱贫任务艰巨。目前全
县仍有 23个贫困村未摘帽，12182
户29754名贫困人口未脱贫。今年，
上蔡县下派 448 名驻村第一书记、
1344 名帮扶队员、3万余名党员干
部，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针对广大扶贫干部压力大、责
任重的情况，上蔡县纪委监委以支
持实干、鼓励创新、勇于担当为原
则，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澄清保
护机制，及时为全县扶贫干部舒缓
压力，撑腰鼓劲。

上蔡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开展扶贫领域问责追责过程
中，对主观恶性较小、认错态度好、主
动挽回损失和影响的，予以免责；确需
追究责任的，从轻减轻处理，鼓励扶贫
干部在扶贫一线放手大干；对极少数
心存侥幸、隐瞒问题、拒不改错、对抗
组织的，给予从严审查处理。”今年以
来，上蔡县纪委监委共处置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47件，已办结14件，党纪政
务处分1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人。

“县纪委监委有效运用容错纠
错机制，让我们从事扶贫的基层干
部放下担心、打消顾虑，敢于触及矛
盾，敢于动真碰硬，敢于主动承担各
类风险，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推动各
项扶贫政策落地生根。”上蔡县蔡沟
镇大杨村驻村第一书记冀冲说出了
全县扶贫干部的心声。③9

上蔡县建立扶贫攻坚“容错机制”

让想干事的干部放手干

6月 12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高铁公园内，各种植物郁郁葱葱，景观错落有致。高铁公园沿铁路沿线修建，北起连霍高速，南至陇海高架，全长10公里，面积约
5000亩。该公园为线性高地公园，平均地面高差为10米，公园内种植了许多观赏植物，成为附近群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印象深
刻、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不虚此
行”……在观摩完汝州的返乡创业工
作和城市建设后，参加支持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现场会的代表
连连“点赞”。

6月 11日、12日，来自全国 16个
省份的200余名与会代表参观了汝绣
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汝瓷小镇暨
返乡创业特色小镇、汝州市科教园区
暨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基地、硕平花
海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等。他们边走
边看，边看边议，争相拍照，记录“他山

之石”，定格汝州印象。
走进汝州市民之家，1.5万平方米

的面积让观摩成员赞叹不已，更令人
称道的是其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为
了更好服务农民工返乡创业，汝州专
门设立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综合服务中
心，设置有 8 个服务窗口，整合了 45
个市直委局1064项行政许可事项，推
行“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汝州被评
为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市和河南省“一次办妥”试点市。

“汝州市不仅为返乡创业人员打造
了设施齐备、功能完整的硬环境，还打造
了服务周到、充满人性化设计的软环境，
让返乡创业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干事业。”

湖北省发改委就业处调研员詹刚说。
喜迎百凤还巢来，投资创业兴家

乡。汝州作为人口大市和农民工输出
的重要地区，抓住产业梯度转移的机
遇，坚持把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筑巢引
凤”工程，先后吸引3.3万名在外人员回
乡发展，创办企业6200余家，创造各类
就业岗位9.5万个，呈现出人才回归、技
术回乡、资金回流的“集合效应”。

中原大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佳原在沿海地区工作，看到家乡的巨
大变化，2016 年，他和几个朋友不谋
而合，选择回到家乡创业。目前，其企
业管理团队的8名成员中，有5名是汝

州籍。大易科技发展迅速，荣获 2018
年中国物流十佳成长型企业，李佳感
叹：“在家乡也可以从事‘高大上’的互
联网工作，在家乡同样能施展才华。”

不仅要让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
乡，还要留得住、生活好。走进汝州城
市中央公园，小桥流水和曲径回廊蜿
蜒交错，桃红柳绿和鸟语花香交相辉
映，以前“半城煤灰半城土”的老汝州真
正成了“山水宜居绿城”的新汝州，极大
提升了返乡创业人员的生活品质。

“两天的观摩让我充分感受到，汝
州是一个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城
市，其做法和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对我
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陕西
省眉县副县长冯旭恒说。③5

创业不必去远方 家乡一样铸辉煌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现场会观摩侧记

新规要求，法院“终

本”裁定作出前要跟申请

人约谈，将案件执行情

况、采取的财产调查措

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

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

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

告知申请人，并听取其对

终 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 意

见。约谈对象为申请执

行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经

特别授权）。约谈人为承

办该执行案件的人民法

院执行人员。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12日，
记者从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
悉，作为 2019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
之一，2019郑州市精品剧（节）目演出
季于 13日晚正式拉开帷幕，由天津市
青年京剧团带来的首场演出《秦香莲》
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据了解，今年郑州市精品剧目演
出季将引进省外精品剧（节）目 10台、
组织郑州市精品剧（节）目 5台，这些
剧（节）目均为近年来新创排的并分
别获得省级、国家级奖项，涵盖戏曲、
舞剧、话剧、音乐剧等形式，共计演出

30场。此次演出季名剧荟萃、名家云
集，首场演出京剧《秦香莲》就汇聚了
十几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竞技，令人
期待。

此次演出季免费发票，并通过在
剧场设立取票点、关注“百姓文化云”
免费在线领票等方式，方便市民观
看。同时，为使优秀演出惠及更多观
众，现场演出将同步进行网上直播。
据悉，精品剧目的演出时间从今年 6
月持续至 12 月，陆续在河南艺术中
心、省人民会堂、郑州艺术宫等场馆上
演。③5

郑州市精品剧（节）目演出季今晚拉开帷幕

30场精彩演出免费看

□本报记者 杨凌

6 月 12 日上午，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座
谈会正在进行。面对当下复杂的国
际竞争环境，中铁装备如何未雨绸
缪积极应对挑战？工程师们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要理性看待贸易战，不妄自尊
大，也不妄自菲薄。”中铁装备总工
程师王杜娟回忆起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时的场景，

“总书记对装备制造业十分关注。
我们虽然已连续两年实现产销量世
界第一，但并不表明我们方方面面
都是第一，中美贸易战提醒我们要
更加清醒地看到自身存在的差距。”

中铁装备地下空间研究院院长

于少辉说：“我们应当以更强的责任
感、使命感为国家作更大贡献。”

2014年 5月 1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铁装备盾构机总装车间提出
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5年来，
中铁装备深耕力拓、稳健笃行，以实
际行动践行“三个转变”要求，一系
列新产品不断问世，有力推动了我
国工程建设乃至世界工程建设领域
实现重大变革。

“可以说中铁装备现在已和世界
发达国家的盾构制造企业实现了并
跑，但并跑远远不够，领跑才是最终目
标。”中铁装备专用设备研究院院长邢
泊坚定地说，“全球产业链不可能再回
到从前封闭的状态，我们应更加重视
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注重专业技术人
员的引进和培养，更加注重知识产权
保护，更加注重品牌建设，努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
从一锹一镐掘进隧道，到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自主研制的
隧道掘进机成倍提高掘进效率，再
到隧道掘进机技术国际领先，中铁
装备一路领先的秘密何在？

“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创新是关
键。”中铁装备智能工程研究院工程师
臧家琪说，“这是中铁装备快速发展的
法宝。”

在中铁装备的车间里，张贴着
这样一幅标语，“践行三个转变，振
兴民族工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中，国有企业担当着重
要使命，具体到每个人，就是要勇担
当、敢担当，脚踏实地更加努力地做
好自己的工作，不辱使命。”中铁装备
党委副书记卜照华的话赢得大家热
烈的掌声。③4

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制造”该如何逆境突围？

中铁装备：唯创新者胜

6 月 11日，杞县葛岗镇李庄村的农民把收获的西红柿装箱。近年来，该
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每亩收入可达 1 万多元，群众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⑨3 刘银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