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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
日。截至 2019年，我国有超过 1000万
名阿尔茨海默病（以下简称 AD）患者，
是全球 AD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
人口老龄化，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AD 指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是最常见的痴呆症，通常起病隐匿，不易
察觉，影响记忆力、思维能力、行为和情
绪，早发现、早干预是减缓病情发展的关
键。“目前公众对 AD认知度较低、患者
就诊率较低，很多人前来就诊时已是中、
后期，错过了最佳干预阶段。”9 月 21
日，郑州市中心医院老年病医院神经内
科医师赵美英说。

很多人会忽视 AD 患者的早期症
状，认为是人上了年纪以后的“老糊
涂”。赵美英说：“比如长期记忆仍保持，
短期记忆能力下降；出现言语困难，不能
用正确的词句表达意图等，这些症状都
应该引起家人的重视。”

目前，对于 AD还没有可以根治的
药物，但是早发现、早干预，可以有效延
缓病情发展。“坚持运动、合理饮食、参与
社交，有助于降低发生痴呆的风险，可多
食用全谷物、新鲜蔬菜水果、水产品、豆
类等，多进行阅读、下棋等脑力活动。”赵
美英建议。

国家卫健委日前印发《探索老年痴
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试点地
区到 2022年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 80%，建立健全老年痴呆防治
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患者自我管理、家庭
管理、社区管理、医院管理相结合的预防
干预模式，社区（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筛
查率达80%。③8

本报讯（记者 李点）9 月 21 日，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听取了
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的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报告，近年来，我省把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作为惠民生、补短板、扩内
需、促消费的重要举措，持续加大工作推
进力度，重点将建成于 2000年以前，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旧、缺失，
且房屋结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
民改意强烈的城市、县城(城关镇)住宅
小区纳入重点改造范围。

据统计，我省2000年以前建成的符
合改造认定标准的老旧小区约1.7万个，
涉及群众190万户。2019年纳入中央资
金支持范围的老旧小区3402个，约51.6
万户；2020年纳入中央资金支持范围的
老旧小区5480个，约66.6万户。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省政府将“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提质”纳入全省十ー项民生实事
重点部署、重点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改造老旧小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钱从哪里来。就筹措补助资金方面，
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我省累计争取财
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补助资金 151.4
亿元，其中2019年 55亿元、2020年 96.4
亿元，省级财政安排资金12.7亿元，市县
财政安排改造资金共计18.4亿元。中央
财政下达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额
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发行专项债券方
面，截至目前，郑州市、商丘市、开封市、
信阳市、濮阳市、焦作市、南阳市共安排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券9.3亿元，一
般债券0.8亿元，共计10.1亿元。③5

我省1.7万个老旧
小区将迎改造

关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

健康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9 月 21
日，省气象局发布我省秋收秋种（9月
17日—10月 31日）天气形势分析，今
年我省大部地区夏玉米收获期较常
年略偏晚，在不影响小麦适期播种的
情况下，建议适当推迟收获期。

●预计 10 月 1 日前，全省大部地

区墒情以适宜为主，整体利于秋收和

整地备播。

●豫西南、豫南地区夏玉米适宜

收获期为 9 月 15 日—27 日；豫中及豫

东地区适宜收获期为 9 月 18 日—30

日；豫 西 地 区 适 宜 收 获 期 为 9 月 20

日—10 月 2 日；豫北地区适宜收获期

为 9月 25日—10月 8日。

●预计今年我省冬小麦适宜播

种 期 为 ：豫 西 和 豫 北 大 部 为 10 月 8

日 —15 日；豫中和豫东大部为 10 月

10 日—19 日；豫西南地区为 10 月 16

日—24 日；豫南地区为 10 月 18 日—

28 日。③6

本 报 讯（记 者 逯 彦 萃 通 讯
员 孙琦英）“老家河南”再次呼唤人
才“回家”建功立业！9月 21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9月 25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携 400余家用人单位走
进西安，在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
科技创新港与英才相约。

本次活动由省委省政府主办，
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委编办承办，西安交通大学、
天基人才网协办。大会旨在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人才强省战略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渠道延揽高
层次、创新型、引领型人才，推动我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活动通过大会官网报名企事业
单位 400 余家，共提供岗位需求
1464个，人才需求 15544人。经择

优挑选，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将组织
全省重点企事业单位 179家赴西安
交通大学进行现场招聘，现场共提
供 岗 位 需 求 1157 个 、人 才 需 求
14459 人，其中博士 3557 人，博士
后1132人，硕士3940人，本科5830
人。

到西安求才，要意在“精准”。西
安聚集了多所知名高等院校，是众多
河南学子选择深造的“大本营”之
一。“西安高等教育中的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化学化工、航天科技等专业
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这与我省产业
结构升级所需人才高度同频。”大会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活动现场将开设人才引进“绿色
通道”和综合服务窗口，现场受理编
制使用、人员调动、岗位聘用、工资社
保等工作，并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
才提供网上办理等服务。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
生 杨珂）9月 21日，记者从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第八届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
季）河南站巡回招聘会洛阳专场”
活动将于9月 26日走进洛阳，在河
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举办。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发起，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洛阳
市人民政府、河南科技大学主办，旨
在为高校毕业生跨区域求职和用人

单位跨区域选才提供便利，助力河
南应届高校毕业生稳步迈入职场。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拟设展位
1000个，将邀约全国各地央属、国
有、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行业领军
企业，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科研院
所等各类企事业用人单位以及政府
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团招聘人
才，有效整合大中城市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资源，为高校毕业生跨
区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
提供便捷、精准、高效的服务。③4

今年“招才引智”首场“走出去”活动本周五启幕

“老家河南”西安请才“回家”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从河南站“始发”

周六，毕业生去洛阳选工作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最近，郑州市百花路突然“热”了起
来，因为郑州要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两
个“百花”在这特殊的时期，被大家连在
了一起。

实际上百花路与百花电影节没有直
接关系，但漫步在百花路街头，浓厚的生
活气息扑面而来，历史的厚重情结和文
化的青春气息在这里交织，让人收获着
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人民群众的朴
实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在
百花路上，我们的确寻到了人民群众百
花齐放的灿烂生活。⑨6

百花路口

百花路上的国棉五厂

孩童嬉戏

享受惬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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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

为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资金，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社会福
利有奖募捐券，90 年代发行体育彩
票。彩票销售所得彩票资金通过抽奖
部分反馈给彩民以激励购买、扣除必
要行销及管理费用后所得就是彩票公
益金。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及其使用是
彩票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彩票公益
性的重要体现。

彩票公益金支持公益项目

2001年，财政部会同民政部、国
家体育总局分别确定福彩、体彩公益
金基数（当时彩票销售实行额度管
理），基数以内分别由民政、体育部门
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超过基数的公益
金，20%由民政、体育部门分别使用，
80%上交财政部，纳入全国社保基金，
统一管理使用。

2006年3月，财政部规定彩票公益
金在中央与地方两者之间按照50∶50
分配分成，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按照60%∶30%∶5%∶5%的比例，分别
分配给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基金、
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地方分配的彩票
公益金实行福彩和体彩分开核算的办
法，由省级财政部门与民政、体育部门
研究确定分配原则，并由民政、体育部
门分别支配使用。

2009年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
规定：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
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不用于平衡财
政一般预算；彩票公益金按照政府性
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

根据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财政
部发布的有关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的
公告，2019年财政安排中央彩票公益
金支出 717.58亿元。其中，分配给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464.28亿元，分配给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75.92亿元，分
配给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各 38.69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被分配支
持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多个

领域16个大项的公益项目。

河南去年筹集彩票公益金
59.3亿元

省财政厅资料显示，我省2019年
彩票销售收入229亿元。按彩票销售
量的一定比例提取的彩票公益金为
59.3亿元，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省级
国库各 29.3亿元，加上逾期未兑奖奖
金0.7亿元，我省省级国库共有彩票公
益金约 30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福利、
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经省人大审议批准，2019年我省
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 28.5亿元，按照
《河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分配原
则，安排省民政厅部门预算 8.6亿元，
用于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有特殊
困难等人群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设施
建设，以及返还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用于补充各地民政事业发展等项
目；分配省体育局部门预算安排 14.9
亿元，用于支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

展项目，以及返还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用于补充各地体育事业发展。

同时，省财政统筹安排5亿元，主
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包括：用于
养老事业1.3亿元，用于免费开展出生
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
1.2亿元，用于困难群众医疗减免 0.6
亿元等。

福利彩票凝聚爱心力量

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也是慈善
事业。自 1987年试点发行福利彩票
以来，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在省民政
厅的领导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的指导下，在各级财政部门的支持
下，大力推进和引领慈善公益事业，福
彩公益金已经成为促进全省社会福利
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30多年来，福彩公益金支持开展
的一项项帮贫济困活动，把关爱传递
给有需要的人，把温暖送给贫困的人，

向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释放出公益
慈善的最大正能量——

老年人养老更舒心。老年人是福
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重点人群，福彩
公益金大力支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养老服
务业发展、农村敬老院建设、县级社会
福利中心老年服务设施设备等项目，
积极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全省各级民
政系统和各级残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残疾人康复工程，帮助残疾人解决他
们的实际困难，受到全省残疾人的高
度评价。在“明天计划”、聋儿康复等
公益性活动中，福彩公益金都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支持。

孤残儿童成长关爱多。多年来，
河南福利彩票积极关注并投身孤残儿
童事业发展，每年都有专项公益金用
于支持救助孤儿计划，如福利机构脑
瘫儿童康复训练项目、市县两级儿童

福利指导中心建设项目、儿童福利机
构特殊教育项目等，为这些孩子们送
去温暖，为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

困难群体生活有改善。全省各级
民政部门支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助
慈善超市和社会捐助体系建设、城乡医
疗救助及临时救助等社会公益类项目，
不断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社
会上更多的困难群体得到关爱。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多年
来，福利彩票公益金已经化为社会福
利事业的爱心洪流，涌向全省各地每
一个角落，流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手中，让老有所依、残有所倚、孤有所
养、困有所助，真正体现了福彩公益的
社会责任与使命。

阳光福彩，河南大爱。河南福利
彩票唤起了全社会的公益意识，已经
远远超出了福彩公益金本身的作用，
把以人为本，关爱社会的理念深深根
植在亿万中原儿女的心中。 （豫福）

彩票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本报记者 温小娟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即将在郑州揭开面纱，其中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动仪式是万众瞩目的
重要环节，这次跟以往有何不同？会有哪些亮
点？9月 21日下午，记者来到郑州博物馆新馆
北侧文化广场探访了启动仪式首次彩排现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现场，舞
台上正在彩排新戏歌《黄河之水天上来》，手执
黄旗翻转舞动的演员们呈现出一幕“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震撼视觉效果。

“跟以往不同的是，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
启动仪式弱化了综艺性的表达，除了一开始的
童声合唱及几个歌舞表演节目外，主要以电影
人表述为主，倾诉他们的思考和感悟。”启动仪
式总导演欧阳瑛鑫说。

欧阳瑛鑫说，整场启动仪式的主题主要涵
盖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第二个方面，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
答——艺术其实是从人民中来，要回到人民中
去。这两个方面，主要通过《我从黄河来》《到
人民中去》《百花绽中原》《光影进万家》《夜空
中最亮的星》五大板块来呈现。

其中，《我从黄河来》板块将以“情景讲
述+童声合唱”表演的形式，向世界传递来自
黄河的声音，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百花绽中原》板块，主要为大家介绍电影
节期间在郑州展开的各项主体活动，届时将与
两个放映场地实时连线。

《到人民中去》板块将以“主创阐述+主题
短片”放映的形式呈现，结合道具展示、情景还
原、原型同台等艺术方式，走心讲述，动情表达
再现艺术家下基层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光影进万家》是一大亮
点，电影节形象大使刘昊然将会现场分享星空
放映活动情况，开启星空放映的启动仪式。“跟
往届相比，星空放映从未如此密集地走进社
区，让市民一出门就能够看电影，重温露天电
影的美好回忆，真正把电影节打造成‘电影家
宴’。”欧阳瑛鑫说。

最后，在歌曲《我的祖国》的旋律中，整个
启动仪式将落下帷幕。之后，启动仪式现场将
作为“星空电影院”主要放映场地，放映影片
《焦裕禄》。③5

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星空
放映启动仪式首次彩排

现场亮点先剧透
距开幕还有 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