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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本周我省
有两场降水过程，局地有雷暴大风，
最大风速可达 8到 10级。省农业气
象专家建议，豫北土壤偏湿的地块要
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防止渍害发生，
确保秋作物正常生长。

省气象台预测，受台风低压北
上影响，7月 4日至 5日强降雨落区
东移至我省东部、东南部，商丘、周
口、漯河、驻马店、信阳、开封东部、
许昌南部、平顶山东部、南阳东部等
地 ，最 大 小 时 雨 强 将 达 60mm~
90mm，局 地 雷 暴 大 风（8 级 至 10
级）；6日，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
阵雨、雷阵雨。

此外，受降雨影响，4日至 5日我

省最高温度在30℃左右。不过，本周
中后期河南高温模式“重启”，大部分
县市最高气温在35℃以上，西北部部
分县市达37℃至39℃。

上周，我省大部地区降水偏多，
出现了 3次降水过程，有效缓解了前
期旱情，但豫西大部及豫中、豫东、豫
南局部地区旱情仍然持续。目前，我
省夏玉米处于 3叶至 7叶期，花生处
于分枝至开花期，省农业气象专家建
议，各地要适时进行追肥和灌溉，确
保苗齐、苗匀、苗壮。同时，豫西、豫
中等旱情持续的地区，应及时灌溉；
豫北土壤偏湿的地块要及时排除田
间积水，降低土壤湿度，防止渍害发
生，确保秋作物正常生长。③5

本周我省有两场雨
豫北需防渍害发生

扎实推进 两稳一保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7月 3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发
了《关于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
郑州、安阳、新乡、鹤壁、周口、信阳 6
个省辖市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人
身保险保费为一年0.18元，赔偿限额
为10万元。

为何此时出台《指导意见》？据
了解，近年来，全国多发自然灾害，救
助过程中财政压力不小。为了发挥
保险机制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防火
墙”“避风港”作用，根据国家及我省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精神，按照《河南郑州等地特大暴
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要求，省政府决定在郑州、安阳、新
乡、鹤壁、周口、信阳 6个省辖市开展
巨灾保险试点工作。

保费怎么缴？《指导意见》明确，
人身死亡（失踪）保险保费为 0.18
元/人/年 ，每 人 赔 偿 限 额 为 10 万
元，每次事故每个县（市、区）赔偿限
额为 1000 万元，每个省辖市年累计
赔偿限额为 1亿元。住房倒损保险
保 费 为 郑 州 8.82 元/户、安 阳 7.22
元/户、新乡 14.12 元/户、鹤壁 11.55

元/户 、周 口 7.22 元/户 、信 阳 7.22
元/户。以上 6 个省辖市居民的房
屋，因自然灾害等成为危房后，将获
得不同程度的补偿。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 C级危房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
300 元，D 级危房每平方米赔偿限
额为 600 元；砖木结构的 C 级危房
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 200 元，D 级
危房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 500 元；
其他结构的 C级危房每平方米赔偿
限额为 100 元，D 级危房每平方米
赔偿限额为 400 元。每次事故每间
房屋赔偿限额为 6000 元，每户赔偿
限额为 5万元。

保险理赔咋申请？如果因暴雨、
洪涝，以及由此引发的突发性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水库溃坝、内涝
（含客水）等次生灾害，造成人身死亡
（失踪）或住房倒损的，保险机构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对受灾群众进行赔
付。由受灾县（市、区）提出理赔申
请，经共保体首席承保人确认后，启
动理赔程序。查勘定损之后，要切实
做到定损结果确认到人（户）。

据了解，该险种因为公益性强，
将采取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试点先
行，逐步推广。③9

我省6地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柴锦玉

6月下旬，首批3家“三门峡市人才飞地”在西
安揭牌。由三门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
金色牌匾，在企业家代表的眼中，无疑有着沉甸甸
的“含金量”。

易事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研发中心获颁
的“三门峡市人才飞地”牌匾，编号为001号。7月2
日，易事特集团副总裁万祖岩表示：“‘人才飞地’的
揭牌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对驻外
科技人员的认可，也让驻外科技人员可以享受到三
门峡人才新政带来的实惠。”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年来，我国各
城市不断上演“人才争夺战”。不少中小城市面临
着创新发展的“拦路虎”——领军人才难引进、高端
人才难留住、核心成果难落地。为破解招才引智难
题，今年，三门峡市立足自身实际，打破地理空间限
制，探索柔性引才新模式，建设“人才飞地”。

此次获颁“三门峡市人才飞地”的，还有三门
峡崤云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智慧政务研发
中心、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西安研发中心等2家
异地研发机构。

根据三门峡市出台的“人才飞地”建设及管理
办法，三门峡市的企事业单位在外地建设的实验
室、研究院、技术平台等研发中心，获得“人才飞

地”认定后，可获得“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根据
“人才飞地”运行情况，三门峡市财政每年给予最
高 500万元经费支持；同时根据“人才飞地”引进
人才、孵化项目等成效，给予最高 1000 万元奖
励。对“人才飞地”全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经认
定后享受三门峡市引进人才同等待遇。除了异地
研发机构，“人才飞地”还有飞地孵化器、专家工作
站等形式。

“人才飞地”或将成为破解中小城市招才引智
难题的一把钥匙。三门峡市科技局总工程师张国

红认为，“人才飞地”将传统的“本地筑巢”模式转变
为“异地筑巢”，跨行政区域建设“人才飞地”，采用
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研发、生产两地化。“人才飞
地”既让人才享受到便利，又兼顾了实际情况，以项
目为纽带，互利共赢，也使这种合作更为稳固。

2020年4月，易事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三
门峡市湖滨区后，依托西安的教育和科研优势，成
立了西安研发中心。该公司先后投入近亿元研发
资金，成功开发出多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新技术产品，并完成产品终试检测，目前，已申请知
识产权33项，科技成果登记3项。该公司自2020
年成立至今，年销售收入均突破9000万元。

“西安研发中心成立之初，受制于当时人才政
策的约束，引进的高端人才既不能享受三门峡的
人才政策，也不能享受西安的人才政策。现在三
门峡实行人才新政，有效解决了中心招聘难度大
和人才流失的问题，让我们得以稳定军心，打造创
新型科技团队。”万祖岩说。

“‘人才飞地’建设就是以政策红利来换取地
理空间，把科技成果从创新重点城市引入三门峡
进行转化。”三门峡市人才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杨
宸说，三门峡市接下来将与一些大城市共建孵化
器，与外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设立专家工作
站，让一批科研成果落地三门峡，培育高成长性产
业，引领高质量发展。③5

□省委改革办改革二处处长 王昱

我 不 仅 是 改 革 的 受 益 者 、见 证

者，更是亲历者、参与者。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2014 年，我有幸转岗到新组建的省委

改革办工作。我所在的部门主要负

责推动全省民生领域改革，在工作中

我深刻地感受到，民生改革既反映着

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又连接着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我印象最深的是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我省县域人口众多，

但是城乡医疗水平发展不均衡，县域

内群众特别是偏远地区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成了必须破解的现实问题。

深入田间地头倾听老乡们的心

声、一家家走访乡镇卫生院了解诊疗

服务能力……我与同事深入县乡调

研、提出改革方案，并与省卫健委的

同志一起，参与起草配套政策。随着

改革方案的落地，全省共组建 179 个

县域医共体，实现县（市）全覆盖，“小

病不出村、一般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预防和康复在基层”的改革目标

正逐步实现。

这些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不

再是描眉画鬓、零敲碎打、摸着石头

过河，而是开路架桥、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

在我省交通运输执法工作领域，

曾经存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

执法、趋利执法等问题，交通执法治

理体系亟待完善。用改革办法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会同省交通运输

厅将分散在我省交通运输系统 5个单

位的执法职能统一整合到新成立的

行政执法机构。全省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机构由改革前的 584 个减少到

139个，此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这些年，我也和千千万万的人一

起，见证了我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

度创新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

孩子们可以享受课后延时服务；

越来越多的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年轻人“海淘”的快递

在郑州就可开拆验关……如今，民生

改善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就业

总体平稳、养老更加安心、看病更加

省心、教育更加公平、兜底更加有力。

当 前 ，全 省 正 在 实 施 创 新 发 展

综合配套改革，新目标新要求如催

征战鼓，作为改革人，我们将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攻下一个个堡垒，坚定地将改革进

行到底。③5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整理）

改革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

□本报记者 胡舒彤

7月 1日下午 4点 30分，阳光
依然火辣。修武县税务局工作人
员王佳音仍奔走在走访企业的路
上。大规模留抵退税工作开展以
来，她几乎每天都要走访企业，了
解其申报留抵退税情况。

“这家公司前几天刚退了800多
万元。”王佳音说。修武汉河电缆有
限公司以生产制造电工圆铝杆、铝合
金圆铝杆及相关材料、架空绞线等为
主，产品热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6月中旬该公司申报了增值税留抵退
税，前两天退税款全部到账。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助企纾
困解难，国家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特别是实施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确保留抵
退税政策落实得“快准稳好”？制
定相关机制为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保驾护航”很关键。
今年 5月，焦作市税务局作为

河南省税务局督察内审处容错纠错
试点单位，制定《国家税务总局焦作
市税务局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容错
纠错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容错
纠错机制”），按照事前“防错”、事中

“容错”、事后“纠错”原则，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确保退税“红包”准入企
业“腰包”。

焦作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振说：“我们制定容错纠错机制，就是想让工
作人员放下思想包袱、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王佳音坦言，刚开始时是挺有压力的，怕出
错，毕竟是跟钱打交道。后来容错纠错机制出台
了，像是给吃了“定心丸”，不再有啥顾虑了。

在推进留抵退税工作的同时，焦作市税务
局成立留抵退税督导组，对各县（市、区）局开展
专项督导，发现问题，立即查办。认真做好重点
核查，对未完成退税、变更类型的申请退税、留
抵退税审核不严导致多退税款等进行重点核
查，及时“纠错”，确保留抵退税工作精准性。

据统计，容错纠错机制运行以来，焦作市税
务局已对 18 起缴回事例、20 人次进行处理。
截至6月 15日，焦作市税务局已核准留抵退税
6.8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90.6%，退税进度位居
全省第二。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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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江勇

“十一五”末为2.3%、“十二五”末升至5.59%、“十
三五”末达到 10.17%……节节攀升的三个数字如同
三级台阶，展现了河南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稳步
快速的“升级”历程。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我省全民科学
素质水平也从全国第 22 位上升到第 13 位，跨过了
10%这一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区域门槛的重要标志
线，夯实了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基础。

在这背后，科普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今日河南正全力
做强科学普及之翼，厚植创新发展沃土。

聚焦第一战略 构建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

近日，省政府与中国科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把
“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列为首项合作内容，为进一
步做强科普之翼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组织保障。

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科普工作。省科协
主席吕国范告诉记者，近年来，省科协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全力构建
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

巩固健全科普机制，确保“成组织”“体系化”。目
前全省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县（市、区）保持了自
上而下较为完整的科普和科学素质工作体系，并在省
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中增设了省科普中心。

前瞻谋划科普工作，将“软任务”变为“硬指标”。
已将“具备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提高到 15%”纳入我
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多维发力促科普，打造“强抓手”营造“优氛围”。
部署实施“科普中原行动”“科普筑基惠民工程”等，在
全省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科普社会氛围。

彰显河南特色 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深入最基层，投身第一线，省科协立足河南省情，
发挥自身优势，将科普工作做出了鲜明的“河南特
色”。其中，独具特色的科技志愿服务“河南经验”和
备受称赞的科技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兰考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为了让科普离群众更近一些，省科协连续18年牵
头举办河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近5年活动辐射公众

累计超6200万人次；组织开展了多层次多种类的青少
年科普活动，近5年平均每年约200万人次参与；积极
推进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累计培训农村电
商技能人才6万人，受益人员达112万人次。

强化看家本领 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赋能

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与普及主体日趋多元化，
我省在科普平台载体建设方面也不断发力。

指导创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8个，联合评定省
级科普教育基地达398个，设立专项经费提升科普服
务能力。

推进科普中国落地应用，全省注册科普信息员
76万人，转发科普中国科普资源1550万篇次。

省科技馆新馆是国内在建最大规模科技馆，将建
成中部地区重要的科学传播中心。

……
省科协党组书记王新会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进

一步增强科协组织做科普这一“看家本领”，践行科普
为民价值追求，提高有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
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加
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赋能添彩。③9

借巢栖凤 飞地引才
——三门峡探索中小城市柔性招才引智

做强科普之翼 厚植创新沃土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王铎）7月 4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开启闸门调水调沙，并为小浪底调水
调沙提供后续动力。预计本次下泄
水量7.2亿立方米。

2002年以来，黄河防总充分考虑
黄河下游滩区麦收、下游河道输沙能
力以及水库和河道工程安全等实际情
况，利用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的
调节库容，开展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
道淤积，实现下游河床不抬高的目的。

今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按照黄委调
度指令，再次参与黄河的调水调沙。作
为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三门峡水利枢纽在黄河中游河段处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汛期洪水过程中
有较强泥沙调节能力，因此，在与万家
寨、小浪底水库联合调水调沙运用中，三
门峡水库起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
用。调水调沙过程中，利用三门峡水库
汛限水位以上约7亿立方米水量冲刷小
浪底水库库尾泥沙，对维持小浪底水库
长期有效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以及
黄河下游减淤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结合调水调沙，三门峡水
利枢纽还将同步进行防汛演练，实际
检验防汛工作体系运转情况、防汛队
伍实战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确保枢
纽安全度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③7

三门峡水利枢纽接力调水调沙
预计下泄水量7.2亿立方米

企事业单位在外地建设的实验

室、研究院、技术平台等研发中心，获

得“人才飞地”认定后，可获得“先建后

补”“以奖代补”。

●根据“人才飞地”运行情况，市财政每年给
予最高 500万元经费支持

●根据“人才飞地”引进人才、孵化项目等成
效，给予最高 1000万元奖励

●对“人才飞地”全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经
认定后享受引进人才同等待遇

图① 7月3日傍晚，郑州市某商业中心“后备箱集市”吸引市民前来。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图② 7月 4日晚，市民在河南艺术中心如意湖广场“黄河风”艺术市集驻足观看。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实习生 刘若琪 摄

艺术·夜市
①①

②②

“三门峡市人才飞地”怎么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