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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月 11日，
省教育厅、省统计局、省财政厅联合发
布了 2018年全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
计公告。

去年，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2429.35 亿元，比上年的 2154.67 亿元
增长 12.7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
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
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

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
育的经费等）为1902.19亿元，比上年的
1685.43亿元增长12.86%。

2018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的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
费和教育费附加）为 1621.0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2.46%；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9217.73 亿元的比例为 17.59%，比
上 年 的 17.54% 提 高 了 0.05 个 百 分
点。③8

本报讯（记者 黄晖）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抽签仪式 12月
11日在郑州举行，备受关注的混双
比赛“直通东京”的对阵形势也随之
揭晓——国乒“昕雯”组合许昕/刘
诗雯首轮将对阵韩国组合，冲击东
京奥运。

今年是国际乒联世巡赛总
决赛首次在郑州举办，比赛共设

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以
及混合双打 5 个项目，

单打项目有 16位选
手参加，双打项

目 有 8 对

选手入围。由于参加今年总决赛的
8对混双选手中，闯入四强者将直
接锁定明年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所以比赛的首轮其实就是奥运门票
争夺战。本次比赛单打、双打和混
双“三线作战”的许昕表示，“虽然这
是我第一次有三个项目都进入总决
赛，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混双。”

根据抽签结果，“昕雯”组合的
首战对手是韩国组合赵大成/申裕
斌。虽然这对年轻的韩国组合冲击
力十足，但“昕雯”组合无论是经验
还是技战术能力方面都更胜一筹，
晋级四强难度不大。

在男单、女单方面，经历去年
总决赛男单失利的国乒，今年将有
许昕、樊振东、马龙等6位选手冲击

冠军宝座，樊振东首轮

“硬战”德国名将波尔的比赛颇具看
点；而在更为“保险”的女单项目，则
有孙颖莎、陈梦、刘诗雯、丁宁等10
位国乒女将入围，对所有对手形成

“围攻”之势，首轮刘诗雯对阵石川
佳纯的“中日对话”值得关注。此
外，在男双、女双项目上，国乒也分
别有两对和一对选手入围总决赛，
其中，女双“独苗”孙颖莎、王曼昱首
场就将遭遇日本组合木原美悠、长
崎美柚的强劲挑战。

本次总决赛12月 12日至15日
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混双比
赛首战将于12日13时打响，中央电
视 台 体 育 频 道 CCTV-5 和
CCTV-5+将从12日至15日现
场直播所有重要场次的比
赛。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12月 11日，
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日前省医保局、
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印发《河南省完善城乡居民高
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城乡居民参
保人员高血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
病”）患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可达 50%以
上。目前，全省不少省辖市已下发具
体实施细则，郑州、开封等地已开始进
行报销。

根据《方案》，参加我省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经规范诊断确诊为“两
病”、需采取药物治疗的患者可享受此
政策。已被纳入慢性病管理的“两病”
患者，仍按照原政策执行，不重复报
销。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报销

范围是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中的降
血压或降血糖药物，患者应优先选用
目录甲类药物、国家基本药物、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品种和集中招标采购中选
药物。”

那么，“两病”患者门诊用药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后，到底能报销多少呢？根
据《方案》，“两病”患者门诊用药报销在
乡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村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不
设起付线，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要达
50%以上，具体报销比例和年度累计报
销额度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据悉，截至目前，郑州市已经有
1700多人报销了相关药费。“郑州参
保居民在医疗机构确诊后，可填写‘两
病’登记表，拿着这个表选定一家医疗
机构登记建档，次月即可进行门诊用
药报销。”郑州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患者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同，报
销比例也有所差异，其中二类医疗机
构为 50%，一类医疗机构为 55%，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
生室（站、所）为60%，同时每月限额为
40元。目前，患者选择的定点医疗机
构每年可更换一次。③8

去年我省教育经费总投入超2400亿元

国际乒联世巡赛总决赛抽签揭晓

国乒“昕雯”组合今日“冲奥”

我省出台“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实施方案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门诊药费负担将减轻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9国际
乒联球星颁奖典礼 12月 11日晚在
郑州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
尖球员，一改平日运动装扮，着西服
和长裙盛装出席，共同见证了年终
获奖选手的诞生。最终，国乒揽下
4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马龙、刘诗
雯当选年度最佳男、女球员。

国际乒联年度颁奖盛典 2013
年开始举办，今年是首次来到中
国。典礼现场，七大奖项得主悉数
揭晓。首个颁发的奖项是年度突破
新星，该奖项由运动员委员会选定，
美国选手张安（Lily Zhang）荣膺
大奖。今年的女子世界杯中，张安
创造历史。她一路战胜平野美宇、

波尔卡诺娃等实力选手，成为首位
闯入半决赛的美国选手。德国选手
托马斯·施密德伯格获得最佳残疾
人男运动员，他在今年欧洲残疾人
锦标赛中夺得团体和单打双料冠
军。获得最佳残疾人女运动员的是
欧洲残疾人锦标赛单打冠军、意大
利选手吉尔达·罗斯。来自波多黎
各的布拉迪米尔·迪亚兹获得最佳
教练奖。许昕、樊振东凭借在日本
公开赛中一记集力量、创意、配合于
一体的“神仙球”成功锁定年度最佳
得分。

过去一年，刘诗雯拿到了世乒
赛单打和混双冠军，女子世界杯冠军
和团体世界杯冠军，年度最佳女运动

员堪称实至名归。刘
诗雯在获奖感言中表
示，更重要的话和感谢
要留到明年东京奥运
会以后再说。

获得年度最佳男
运动员的马龙则以一
段 英 文 获 奖 感 言 令 人 动
容。随后，他用中文重述，
表示一年来自己都在和伤
病作斗争，感谢所有人的支
持，自己会一直在球台前，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最后，通过社交媒体投
票，身着风衣出席典礼的许昕
荣获最佳着装奖。③9

国乒揽 奖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郭
安强）12 月 10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
悉，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
移民安置工作通过完工阶段国家总体
验收的行政验收，也就是国家终验。

据介绍，此次行政验收内容包括农
村移民安置、城（集）镇和工业企业迁
建、资金使用管理、文物保护和档案管
理等 8个方面。12月 6日至 7日，水利
部验收委员会 3个专项验收小组在南
阳市现场查看了部分移民安置、文物保
护项目和档案管理情况，观看音像资
料，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验收委员会认为，河南省丹江口水
库移民安置规划任务已完成，移民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后续发展初具
规模，社会治理稳步推进，确定的安置
规划目标基本实现；库区文物保护项目
全面完成，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利用；
移民档案管理措施得力，整理规范，能
够满足查询利用要求。

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
库移民工作于2008年 11月启动，2011
年 8月完成外迁移民集中搬迁，2012年
3月完成淅川县内移民搬迁扫尾，实际
搬迁 16.6 万人，顺利实现“四年任务两
年完成”的搬迁安置目标。

2017年 8月和 2018年 11月，我省
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先后通过省级初验
和国家总体验收的技术性验收。③8

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通过国家终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五周年

国际乒联年
度 颁 奖 盛 典 自
2013 年 开始举
办以来首次来到
中国。⑨3 组委
会供图

（上接第一版）推动许昌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

旺能环保与农行许昌分行达成 1
亿元的贷款意向，用于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的建设；美特桥架等企业先后获得 6
笔共 2.7亿元调贷资金……许昌市政府
当好“红娘”，通过组织银企对接会等方
式，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对
接，帮助企业解资金之“渴”。

与“融资难”相比，一些民营企业深
陷担保链的泥潭难以自拔。河南沃正实
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的现代化农机生
产企业，却因担保链问题，生产经营受到

严重影响。得知该公司遇到的困难后，许
昌市委、市政府深入企业调研，积极协调
相关金融机构，最终使难题有效化解。公
司董事长刘少林动情地说：“‘四个一百’
专项行动摘掉了我们头上的‘金箍’，让我
们能够放下心、迈开步，一心做大企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个一百”专
项行动实施以来，许昌市共收集企业反
映的各类问题 2615 个，已办结 2476
个，办结率达 94.7%；已组织 1400多家
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银企对接，实现融
资 136.5亿元；68家企业担保链风险逐
步化解，重新焕发活力。③9

2万个镁合金轮毂何以出口德国

（上接第一版）
联合党总支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

通过强村“帮规划、带思路，帮党建、带
队伍，帮项目、带产业，帮增收、带民富，
帮稳定、带和谐”，实现弱村“六有两增
加”目标，即有一个战斗力强的村“两
委”班子、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有
一个清晰的发展目标、有一条强村富民
的好路子、有一个整洁优美的人居环
境、有一个和谐向上的文明风向，村级
集体经济稳定增收、农民家庭收入稳步
增加。

叶县还出台了《叶县农村（社区）
“村村联合、抱团发展”活动实施方案》，
推行“党建＋产业＋机制”模式，按照

“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的原则，筛选战斗力、综合实力、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村党组织，与薄弱村
党组织结成“帮带共建”对子，探索“抱
团发展”之路。

如今，龚店乡边庄村联合支刘、苏科
两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栽种优质秋桃千
余亩，并建立冷库，开展反季节销售；田
庄乡东李村联合西孙庄、黄营和牛庄等
村，发展强筋小麦和饲草玉米种植……
叶县“联村共建”遍地开花，使“强村”与

“弱村”同发展、共进步。
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18个乡（镇、

街道）的 100多个行政村实施了“联村
共建”。眼下，该县正在绘制帮带区域
分布图，加大力度推广“联村共建”，整
体提升农村（社区）党组织战斗力。③8

叶县 联村共建闯新路

（上接第一版）
以田园景观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

园。以县城为龙头、5个重点乡镇为支
撑、60个中心村为节点，新野构建起“1
城 2区 5中心 8镇 60中心村”的城乡发
展格局，形成了内联外通的便捷交通体
系，建立起“户投放、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垃
圾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为主攻方向，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突出问题治理。

以田园人文凝聚乡村振兴正能
量。新野县聚焦农村社会新变化、新矛
盾、新问题，弘扬田园文化，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治理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政

通人和、繁荣发展。以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建成了全国首家县级法治文化展
馆、全省首家县级党建展览馆等一批党
建活动阵地，做到对党员、干部的教育
服务常态化、全覆盖。以善治保障乡村
振兴，成立全省标杆性县级法学会，开
展法治文化“六进”活动，推行农村矛盾
化解“三理室”“一村一干四警”等新机
制。以文明滋养乡村，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培
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

“我们强化‘田园新野’发展理念，
以发展田园产业为重点，以打造田园
景观为关键，以培育田园人文为保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县乡
村联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繁荣发
展、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县委书记
燕峰说。③8

新野 田园为基绘新卷

（上接第一版）焦武路、龙山路、河朱线
以及山区环线等53.5公里的“四好农村
路”建设基本完成。

全长约 32公里的“四好农村路”山
区环线，对生活在该区赵庄村的群众来
说，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路、扶贫路、幸
福路。村民许长江说：“道路修通了，公
交车开进来了，旅游车也多了，脱贫致
富的门路更多了，山里的红薯、粉条、小
米、瓜果不愁卖了。”

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中站区
按照“一乡一村一路一策”的思路，围绕
打造“以商贸物流休闲康养为核心的现
代服务业发展基地”，探索实施“‘四好
农村路’+产业+旅游+扶贫”模式，最大
程度放大综合效应。

打造德政路，改善乡村交通状况。
焦武路、河朱线的高标准建设，扮靓了
该区南大门，美化亮化的龙山路和四通

八达的山区环线，提升了北部山区路域
环境问题，完善了山区交通网路。

打造旅游路，增强旅游发展活力。
山区环线带动了沿线周边 8个贫困村、
7个美丽乡村和北业康养小镇、赵庄田
园综合体等旅游项目的快速发展。

打造产业路，加快奔小康步伐。基
础设施的提升，带动了北山服务业发展、
旅游项目推进和农庄桑葚采摘基地、周窑
瓜果基地、农家乐、民宿业的发展壮大，形
成了集休闲、游玩、度假为一体的旅游综
合产业带，辐射带动赵庄、许河等村群众
增收，群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们通过延伸至农村各个角落的
‘四好农村路’，串联起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和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期盼，编织
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
图景，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说。③9

中站区 路通民富起新景
（上接第一版）人均水资源量从100立
方米增至 150立方米。在天津，14个
区的居民用水全部来自丹江口水库，
南水已成为城市供水的“生命线”。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向白洋淀生态补水
2.22亿立方米，为雄安新区注入了发
展活力。在河北，80个市县区用上南
水，400万人告别高氟水、苦碱水。在
河南，11个省辖市市区和40个县（市）
城区全部通水，郑州中心城区自来水
八成以上为南水，鹤壁、许昌、漯河、周
口主城区用水全部为南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成为 24座大
中城市的主力水源，直接受益人口
5859万人，受益人数达到了1亿人。

补水，让河湖充满生机

丰盈的丹江口水库，为实施生态

补水提供了充足水源。生态补水为北
方河湖注入了勃勃生机，水生态环境
大为改善。

北京将南水反向输送到密云水
库，目前密云水库蓄水量已超过26亿
立方米。重要水源地由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生态补水后，北京市应急水源地
地下水位最大升幅达18.2米。

5 年来，河南省通过总干渠向受
水地区河湖水系累计生态补水 16.29
亿立方米。全省累计压采地下水5.04
亿立方米，通过压采地下水，总干渠沿
线地下水位平均提升1.1米。

悠悠碧水南方来，岸绿景美好生
态。

总干渠两侧耸立起绿色屏障。郑
州市境内干渠长达 129公里，渠道水
面面积达1.5万亩，相当于增加了百亩
水面的湖泊150个。郑州在市区段高

标准规划建设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
园，总面积近 25平方公里，相当于 82
个郑州人民公园。

曾以缺水闻名的许昌市，抓住南
水北调的历史机遇，在中心城区打造
了“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
城”的水系格局，建成了“北方水城”，
河道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浅层地下水
位回升 3.1米，良好生态成为新优势，
城市品位得到极大提升。

护水，让清流永续北送

为了保障“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丹江口库区和总干渠沿线人民主动调
整产业结构，确保南水水质优良。

丹江口库区周边，绿水青山相映
生辉。巡逻队员随时清理打捞水面杂
物，监控探头守护着水库，水质变化尽

在掌握。
在总干渠两侧，百米宽的绿化带

不仅隔离了污染风险，也构筑起千里
绿色屏障。山坡上，猕猴桃、茶叶、金
银花种植基地遍布；严控化肥农药，农
业面源污染越来越小。5年来，各级
南水北调管理部门受理新建、扩建项
目1100多个，其中因存在污染风险否
决了700多个。

严管细查，南水水质持续向好。5
年来，丹江口水库以及入渠水质，始终
稳定达到或者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
其中流入干渠的Ⅰ类水水质比重，从
5年前的21.6%提升至82.2%。

流水汤汤，折射出共产党的为民
初心。通水 5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把甘甜和幸福送进了千家万户，这条

“人工天河”也成为连接亿万群众的民
心河、幸福河。③8

润泽三千里 惠及亿万人

许昕在抽签⑨3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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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病”患者门诊用
药报销在乡级医疗
机构和村级医疗机
构可不设起付线，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要达50%以上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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