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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微调查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李点

“疫情防控期间，孩子得了这样的病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想到在郑州就能让北京专家看病，真是太感谢了！”近日，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在
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与北京儿童医院倪鑫院长通过远程多学
科会诊，为一名6月龄唇部腺泡状横纹肌肉瘤患儿会诊。

哪里有患儿，哪里就是战场。针对每位患儿制订个体化
治疗方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全力救治，实行“一人一案”
精准治疗；给予孩子精心治疗的同时更注重心理疏导，给患
儿全方位的健康守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周崇臣带
领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冲锋在前、履职尽责，担负起“守护区域
儿童健康”的重任。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孩子，除了治疗更多的是护理；在抗
击疫情中，陪伴也是一种力量，愿患儿的隔离病房不会成为
孤岛。”周崇臣说。2月 5日，出生仅5天的小沐恩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后，被转诊至河南省儿童医院隔离病区救治。周崇臣
每天都到病房看望小沐恩，并要求相关科室当好抗疫物资的
保障员、搜索货源的信息员、统筹调度的服务员、紧急供应的
采购员，为患儿提供全方位保障。

疫情发生后，河南省儿童医院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周崇臣担任组长。他带领大家迅速摸排院内物
资储备情况，安排疫情防控工作，抽调200余名医护人员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并选派 6名护理人员赴武汉支援。在他号召
带领下，医院的共产党员纷纷走在前、作表率，682名党员递
交“请战书”，要求奔赴抗疫前线；全院 40个党支部共计捐款
8万余元，支持全省疫情防控工作。③3

“特殊作业”“特殊时期”代表委员的

全国人大代表周崇臣：

为患儿提供全方位保障

▲4月14日，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正在进行节段梁架设施工。
预计今年8月底完成所有线下施工任务。该项目是打造郑州大都市
区“一小时通勤圈”的龙头工程。⑨3 聂冬晗 姚林宝 摄

◀4月 15日，宁陵县黄河故道 300兆瓦风电场项目(一期 10
万千瓦)工程风电机组在逻岗镇吊装作业。⑨3 吕忠箱 摄

▼4月 14日，310国道南移新建工程三门峡市灵宝弘农涧河
特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建成后将成为我省第一高桥。⑨3 杜杰 摄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
琦英）4月 15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获悉，为
了保障就业困难人
员端稳“饭碗”，我
省出台《河南省公
益 性 岗 位 管 理 办
法》（以下简称《办
法》），设定了公益
岗位的范畴，困难
人员对象、工资标
准等。

公益性岗位有
哪些？“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工作部门、
事业单位行使公共
管理职能设置的协
管岗位，包括道路
交通、治安巡防、市
政管理、公共环境
卫生等岗位，都属
于公益类岗位。”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
说，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工作部门、事
业单位的工勤服务
和后勤保障等辅助
性岗位，包括文印、
收发、保洁、保绿等
也属于公益类岗位
范畴。

对就业困难人
员有了明确界定。
主要包括城镇零就
业家庭成员；距法
定退休年龄 10 年
以内的登记失业人
员；登记失业半年

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正在享受城镇最
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当年经县级以
上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残
疾人家庭、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家庭
中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
校期间曾享受助学贷款的毕业两年内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被征地
农民；失业的残疾人、城镇复员转业军
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军烈属和需要抚
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成员。

脱贫攻坚要防止政策“养懒汉”，我
省对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年限以及工资标
准也做了界定。

公益性岗位安置期限不超过 3年，
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
长至退休。用人单位要合理确定公益性
岗位人员的薪酬待遇，对开发公益性岗
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
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中超出岗位补贴标
准的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

《办法》强调，当年通过公益性岗位
新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数原则上不超过上
年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目标完成数的
20%。

同时我省将新设乡村公益性岗位，
开发就业协理员、保洁员、生态护林员、
水电保障员、养老服务员、重度残疾人护
理员、道路维护员等岗位，主要安置 16
周岁以上、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能胜
任相应工作的贫困家庭劳动力，重点安
置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无法离乡、无业
可扶、无力脱贫”劳动力。

此外，我省还将建立公益性岗位人
员数据库，实行实名制管理，动态掌握公
益性岗位人员的增减变动和待遇落实情
况。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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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娟）4月 15日，记者从新乡市委获悉，该
市于近日出台了《关于高质量推进新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先行先试的若干政策》（以下称“新八条”）。

“新八条”聚焦当前自创区建设的卡脖子问题，明确提出
要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高水平创
新人才培育、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推进高水平新型
研发机构建设、职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六个方面给予有力支
持，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创办科技型企业，建立健
全改革创新容错机制。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4年来，新乡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自创区建设工作，将其作为全市发展的“三大机
遇”之一强力推进，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加快推进新乡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30条意见”）。作为新乡自
创区的核心区，新乡高新区连续两年在全国高新区评价中提
高8个位次。

新乡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出台的“新八条”就是针
对新乡自创区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堵点、痛点，以问题和目标
为导向而找到的支点、杠杆，旨在打造新乡自创区改革的升级
版。“新八条”将与原有政策相互配合，高质量推进新乡自创区
建设。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4月 15日，从省地矿
局传来消息，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等六部门
专门出台促进地热能供暖的指导意见，省地矿局负责建立
的覆盖全省的地热能供暖监测平台目前正在积极稳步推
进。

据了解，我省中深层（水热型）地热资源主要分沉积盆地
型地热资源和隆起山地型地热资源两大类型。据省地矿局勘
查结果显示，已探明的经济型水热型地热资源总量折合
1.15×1010 吨标准煤，200 米以浅的浅层地热能资源量为
2.48×1017KJ/a，相当于5亿吨标准煤。

省地矿局环境二院大项目办主任、地热监测中心负责人
陈莹介绍，我省地热资源丰富，近年来地热能供暖项目逐年增
加，在缓解冬季雾霾天气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全省冬季清洁取
暖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地热资源的特殊属性，只有严格地
热能利用环境监管，才能有效保障地热能的清洁开发和永续
利用的基本原则。

“目前正值开发利用高峰，地热产业向好发展。但是，有
些地区规划滞后、监管不力、地热水回灌困难，出现了超采、乱
采和无序排放，导致地热水位急剧下降、冷热失衡等地质环境
问题。”省地热监测中心专家组组长卢予北说，河南省地热能
供暖监测平台的建设，将通过资源的动态监测，定期提供地热
监测公报和地质环境安全性评估报告，为政府规划和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从而实现我省地热清洁能源产业可
持续发展。③4

我省加快地热能供暖监测平台建设

“新八条”助推“自创区”

□本报记者 高长岭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投资76.5亿元，
投资额在我省十大水利工程中居第一
位。工程自去年下半年开工以来，各项作
业迅速推进。今年 2月 25日复工以来，
省水投集团在严抓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
推进工程进度，各施工单位科学安排，开
足马力，正在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第一闸打牢基础

4月 13日，记者来到郸城县南丰镇十
河村的清水河岸边，这里就是引江济淮工
程河南段起始点。工地上，彩旗飘飘，钢
筋工、电焊工、架子工、模板工都在忙碌
着。

长江水从安徽枞阳出发，经过巢湖、
江淮分水岭后，通过西淝河来到豫皖界。
我省以练沟河倒虹吸出口为起点，把长江
水引入袁桥提水泵站，通过 860 米的渠
道，进入清水河节制闸上游。

“清水河节制闸，是长江水进入我省

后遇到的第一个闸。”引江济淮河南段施
工1标项目部负责人李超说。

清水河原本是西淝河的上游，在我省
境内叫清水河。1951年安徽省截源工程
实施后，清水河水通过油河、洺河汇入涡
河，不再流入西淝河。

“为确保清水河闸建设质量，我们在
闸底板上用的是 28毫米粗的螺纹钢，每
隔 15厘米一根。”李超指着工地说，百年
大计，必须打牢根基。

沿着清水河向西北上行，通过赵楼提
水泵站和试量提水泵站，长江水进入鹿邑
县试量镇附近的调蓄水库，通过鹿辛运河
自流至鹿邑县城西北的后陈楼调蓄水库，
沿着管道北上至柘城县七里桥调蓄水库，
随后分为两支，一支北至商丘城区，一支
东至夏邑、永城。

村民盼望长江水

沿着清水河上行，来到鹿邑县王皮溜
镇，这里正在建设赵楼泵站。

赵楼泵站基础处理完毕，底板混凝土

浇筑已经结束。除了泵站外，还要疏挖河
道，建设水闸。

按照设计，河道疏挖后宽度在 7米到
21米之间，河道开挖95万立方米，目前已
经完成80多万立方米。沿河两岸农田里
有 12条沟的水汇入清水河，为防止将来
河水倒灌农田，需要建设12个沟口闸，这
些闸已经全部开工。

“这附近河道底部海拔37米，将来引
来长江水后，河道里正常蓄水深 4 米左
右。”引江济淮河南段施工 2标项目部负
责人郭林山说，部分河道不衬砌，可以有
效补充地下水源，发挥生态补水功能，解
决地下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们盼着能早日用上长江水。”鹿邑
县王皮溜镇小厂村村委会主任王广林说，
这附近是沙淤地，三天一小旱，十天一大
旱。将来长江水引过来，吃水、浇地都不
用发愁了。

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在汛期之前，我们必须把河道衬砌

完毕，需要衬砌250万块砖。”在鹿邑县试
量镇负责施工的中国水电十一局第五分
局副局长董党说，细化分解任务后，每天
需要衬砌6万块砖。

为了建设引江济淮河南段，我省由河
南水投集团投资 85%，河南水利一局、河
南水利二局和中国水电十一局共同出资
组建了河南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公司，作
为工程建设的法人单位。

“我们必须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补回
来，科学调整施工方案，协调推进施工进
度，确保清水河安全度汛。”董党说。

引江济淮工程是由长江下游向淮河
中游地区跨流域补水的重大水资源配置
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作为整个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惠及我省商丘、周口
两市9个县（市、区）的群众。”河南省引江
济淮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卫兵说，当前
要统筹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科学安排施
工，抢抓施工机遇，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
务，让豫东人民早日用上长江水。③3

清水河上战旗飘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工地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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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的暴发，
外贸风险持续升级，尤其是中小微出口
企业发展进入“寒冬”。如何帮助全省中
小微出口企业积极主动开放思路谋发
展，同时有效规避外贸风险，最大程度减
少损失？4月 15日，记者就此采访了郑
州海关、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信
保”）等相关单位。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公司订单还比
较充足，但项目执行受阻情况严重，不少
都停滞了。”河南鼎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负责人骈大强说，因其公司以出口成套
电机设备为主，技术附加值较高，因此订
单取消的情况较少，但因其主要出口国
为欧洲各国，受当地疫情防控及国际交
通运输管控限制，项目进展缓慢。

“新订单减少、在手订单出运受阻等是
我省中小微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普遍难
题。”河南信保相关负责人介绍，据河南信
保调研数据显示，我省有超过一半的企业
表示，三成以上的订单未能正常出运。但
不少中小微企业在调研中也表示，正在积
极寻求替代出口国，并大力发展国内市场。

日前，郑州海关通过其技术中心实
验室为我省一家蔬菜出口公司出具了大
蒜检测报告，帮助其将积压大蒜卖到了
印度尼西亚。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
示，郑州海关进一步强化了国外技术性
贸易措施咨询服务，密切关注、收集其他
国家（地区）因疫情对出口产品采取的限
制措施，及时发出预警，帮助企业有效规
避国外入境通关风险，同时通过技术手
段加强对省内产品的检测和认证能力，
为企业寻求更多海外新市场。

不少企业也面临着“坏账”风险。不
久前，濮阳市富源商贸有限公司拿到了由
河南信保支付的一笔 4万多美元的理赔
款。“受疫情影响，我们的一位海外客户遭

遇了资金危机，因此出口款差点打了水
漂。”该公司负责人杨宝记说，因为享受到
了政府对中小微出口企业保险的兜底政
策，公司很快拿到了出口额80%的赔付，

“这笔钱对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太重要了。”
河南信保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出

口企业风险意识明显上升，政策支持需求
增强，企业对“进口国管制风险”“买方拒
收风险”和“出运前买方违约风险”等方面
的保障需求尤为关心，“因此，我们在做好
信息预警服务的同时，主动降低费用，并
积极引导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和‘信保通’等线上投保，有效规避风险。
同时加大理赔和海外追缴力度，尽最大可
能降低企业损失。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引导作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规
模，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压力。”

疫情也为企业后续发展带来相应的
积极变化。“疫情检验出企业发展的短板
和痛点，排除出运难等客观因素，企业只
有拥有更好的生产、技术和服务能力，才
能化危为机，稳住市场。”骈大强说。③9

精准服务让中小微出口企业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 孙欣）4月 14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在
司法部组织的2019年度全国社区矫正工作考评中，我省社区
矫正工作取得了并列第一名的好成绩。

社区矫正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
暂于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不在监狱服刑，而在司法行政机
关的监管下，在特定的社区环境里接受监督管理和教育矫
正。

据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是人
口大省，社区矫正对象人数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全省累
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31万多人，解除矫正26万多人，社区矫
正对象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保持在 0.1%左右的较低水
平。

2019年，我省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活动，积极稳妥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社区
矫正对象“正心行动”，着力推进“智慧矫正”建设，大力提升社
区矫正专业性、精准性和科学性。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就业
基地 68个、教育基地 75个、社区服务基地 251个，全省社区
矫正对象信息库、声纹库、重点工作视频库已经建成，社区矫
正对象实时定位率 93.5%，与司法部各类数据对接率 95%以
上，144个县（市、区）社区矫正中心与司法部实现远程视频互
联互通，各项数据指标位居全国前列。③4

我省社区矫正工作并列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