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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每亩小麦生产成本下降23.6元

7月17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扶贫办、省驻村办联合推出大河爱

心助学特别行动，为全省驻村第一书

记开放绿色通道，请第一书记推荐身

边优秀的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驻村书记请牵线，寒门学子待

梦圆》《全省驻村第一书记，一起搭

建爱的阶梯》《刚刚，河南第一书记

“绿色通道”开通！要在全省干一件

大事》……昨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各媒体平台集体发声，在网络

中引发热潮。

“关键时刻拉人一把，功德无

量！正能量爆棚！”“送人玫瑰，手留

余香。为大河助学行动点赞！”……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截至昨日下

午6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全

媒体平台及今日头条、环球网、大众

网、网易等平台的转载，单篇稿件的

点击量突破260万次。其中，河南

驻村干部官方交流平台“河南驻村”

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消息，阅读量近

6000次，覆盖全省近一半的驻村第

一书记。

爱的力量，具有极强大的感染

力。得知大河爱心助学向全省第

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的消息，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发起的中原自媒体

联盟内，各地自媒体大咖们积极转

发。掌上漯河、许昌微视界、玩转

三门峡……一篇篇公众号文章推

出，一盏盏希望之灯点亮。截至7月

17日下午5时，中原自媒体联盟中，

有30家自媒体平台联动发布了稿

件，爱的讯息已覆盖全省18地市。

“我村里一个贫困学生考了

610分，被四川大学录取。这个项

目真是及时雨啊！”“推荐这名学生，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想为孩子

做点什么。”……昨日，来自汝南、延

津、长垣、永城、临颍、南乐、洛宁、伊

川、罗山、淅川、西华、南召、光山、巩

义、新蔡等地的驻村第一书记们，纷

纷拨打专线电话，推荐村里的贫困

学生。截至7月17日下午6时，助

学工作人员共接到第一书记咨询热

线百余次，合格推荐表格30个。

“大河报携手驻村第一书记开

展助学活动，这个形式特别好。”海

关总署财务司预算处副处长、卢氏

县文峪乡南石桥村第一书记王辉

说，第一书记身处基层，掌握最真实

的一手信息，双方携手，可以保证助

学行动的有效落地，是对精准脱贫

的践行，与此同时，也是对第一书记

工作的支持。

世上原非处处有路，总有行者

于无路处勉力前行。在少年人经过

的上坡路，更需要有人轻推一把。

无论您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力量

大小，加入我们吧！

◆请这样加入我们

河南省慈善总会为大河爱心助

学特别行动开通专用捐赠渠道，将

及时公示每一笔善款，并根据捐赠

者意愿和项目需求，及时拨付，公示

去向。

1.现场捐赠——地址：郑州市

经三路与晨旭路交叉口向东500米

福彩大厦502室

2.邮局汇款——收款单位：河

南省慈善总会；地址：郑州市晨旭路

8号福彩大厦502室；邮编：450011

3.银行捐款——户名：河南省

慈善总会；账号：2585 0087 5828；

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花园支行

▶下转第二版

近日，新安县不仅仅道路在进行大提升，

水泥路面改为沥青路面，县城的建筑也在悄

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工人师傅忙碌着粉刷外

墙，为空调安装防护罩。在绿树掩映下，穿行

的洒水车、干净整洁的街道等，无一不在彰显

家乡“颜值”的提升……这一切，得益于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的强力推进。该县紧紧抓住入

选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试点县市的机遇，高

标准制订了百城提质实施方案，目前已完成

投资39.4亿元，完工22个项目。

心花“路”放

7月16日，还不到早上七点钟，新安县城

已经开始热闹起来，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来往

车辆川流不息，过往行人络绎不绝。裴海凤

像往常一样，骑上自行车，沿着县城的主干道

开始“溜达”。“现在的道路很适合骑行，宽敞

靓丽，路面还特别干净。”作为一名骑行爱好

者，裴海凤对道路一直比较“挑剔”。

近年来，县城的道路修了一条又一条，

路面越来越宽，也越来越平坦。她一有机

会，便会和骑友们一起在新修的道路上享受

骑行的乐趣。今年4月份，体彩·环中原自行

车赛第二站在新安举行，裴海凤和她的队友

也参加了家门口这场比赛。比赛中，各地骑

友对新安的道路环境盛赞有加，这让她作为

一名新安人感到非常自豪。

内外兼修

“现在的道路提升可不是修修补补了，

是从内到外全面升级！”新安县市政园林局

局长赵曙光说，道路提升主要包括两大部

分：首先是路面“白改黑”，即水泥路面改为

沥青路面，其次是雨污水管线铺设实现雨污

分流。

据了解，新安县城以前的道路90%是水

泥路，且雨水和污水共用一个管网。每逢下

大雨、暴雨时是雨污水排放的一个主要堵

点。这给城市地下排污管网造成巨大压力，

不仅容易造成路面积水，也给市民通行带来

不便。

截至目前，该县共改造城区道路 25

条，约25万余平方米。为了让路面更加靓

丽美观，县市政园林局对每条道路进行了

“精雕细磨”：修补破损彩砖2万余平方米、

路沿石1.8万余米，铺设环保型透水砖14

万余平方米。

畅通街道“毛细血管”

万隆巷位于该县城东区盛德美附近，共

有五条巷子和一条街，附近住宅楼密集，居

民多。一下雨，污水横流，出不来进不去，百

姓苦不堪言。

今年5月，该县开始了万隆五巷一街

的提升工程，目前，万隆巷地下污水管道

铺设已经完成70%，8月初，万隆巷将彻底

改观。

近年来，该县的道路提升工程不仅涵盖

县城主干道，还将改造的重点延伸进大大小

小的胡同、背街。今年5月份，该县相继开工

了北京路、绿苑路等7条道路。

近几个月，新安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生态园林绿化等都在悄然提质。

“通过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有序推进，把新

安县打造成为全省县域经济排头兵、中原经

济区休闲旅游目的地、洛阳市‘一中心六组

团’重要组团,最终实现‘北方山水城、宜居

宜业地’建设目标。”新安县委书记王玉峰信

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李柯杞）7月14

日，记者从鹤壁市获悉，在该市卫计

委指导下，鹤壁市人民医院牵头，联

合市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28家，

共同组建成立鹤壁市医疗联合体

（以下简称“医联体”）。

“大力建设和发展‘医联体’，可

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和配置不均衡

问题，从而架起优质医疗资源和一

般医疗资源有效衔接的桥梁。”成员

单位鹤山区鹤壁集镇卫生院代表在

会上表示，“医联体”能够增进各成

员单位的交流合作，通过在人才培

养、技术支持、科研创新等方面深度

协作，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

病远问题。

据了解，成立“医联体”后，基层

医疗机构可以借助大医院的管理、

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通过出诊

带教、业务指导、坐诊查房等方式，

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引导患者

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构建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就近

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李

建伟）近日，记者在漯河市财政局获

悉，该市于近期下发了《全面推进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方

案》，自今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大病补充保险服务，为困难群众构

建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

补充保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据悉，大病补充保险年度人均

筹集标准为60元，由各级财政承

担，对象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对象和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目前，漯河市已建立了由

人社局、民政局、财政局、卫计委、扶

贫办等单位组成的协作工作机制，

负责研究解决开展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

调、指导督办全市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保险工作。

根据漯河市的统一安排，各县区

人社局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漯河项目部充分

协商后，本着平等协作、诚实信用原

则签订《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承办服务合同》，明确双方责任、权利

和义务。大病补充保险的起付线为

3000元，报销根据不同的额度分为

30%、40%、50%、80%不等，5万元

以上的报销90%，不设封顶线。

日前，菜农在沈

丘县周营乡李楼营村

的扶贫产业园内采摘

超常型长角黄皮辣

椒。目前该县已建成

由涉农龙头企业（公

司）或合作社等创办

的扶贫产业示范园区

多达60余个，占地10

万余亩，基本形成乡

乡有产业区、村村有

合作社、户户有产业

股份的产业扶贫格

局。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学新刘小江王婉

“内外兼修”做好建设提质大文章新安

请第一书记牵线
全省寻找寒门学子
昨日绿色通道开启，网友盛赞：教育扶贫，
正能量爆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同洲谭萍张生平

沈丘
户户有
产业股份

鹤壁

28家医疗单位组建成立“医联体”

漯河

全面推进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保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7月17日，记

者从河南省统计局获悉，据河南省地方经

济社会调查队对40个县(市、区)120个乡

（镇）600个农户的小麦生产成本调查结

果显示：2017年全省小麦生产再获丰收，

生产成本显著下降，生产收益明显增加，

种植农户增产又增收。

2017年我省种植每亩小麦的平均生

产成本为544.7元，比上年下降23.6元，

降幅为4.2%。其中，物质费用为231.0

元，比上年下降12.8元，降幅为5.3%；生

产服务支出157.5元，比上年下降2.7元，

降幅为1.7%；人工成本156.2元，比上年

下降8.1元，降幅为4.9%。

2017年全省小麦生产再获丰收，平

均亩产为 432.2 公斤，比上年增 9.4 公

斤，增2.2%。据测算，今年我省农民种

植每亩小麦的总产值为985.4元，比去

年增加65元，增7.1%。扣除544.7元的

生产成本后，种植每亩小麦的生产收益

是440.7元，比上年增加88.6元，增幅达

25.2%。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7日，记者从

高招录取现场获悉，我省普通高招提前批

录取工作除艺术类外已全部结束，国家专

项计划本科批的录取也同时结束。

据悉，参加提前批录取的军事、公

安、司法、体育、其他有特殊要求的院校

(专业)、专升本招生院校、对口本科招生

院校已录取新生 54859 人（艺术类除

外）,其中普通类9100人，专升本42301

人，对口本科3458人。普通类招生，按

本、专科层次分，本科录取8642人，专科

录取458人；按文、理科分，录取文科考生

2895人、理科考生6205人。国家专项计

划本科批录取6672人，其中文科1081

人、理科5591人。

微
博

微
信

砥砺奋进的五年 成就篇成就篇

高招提前批录取
基本结束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财政厅7月17日联合发出通知，我省

2018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省级财政补助资

金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截至9月15日。

据了解，申报范围是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和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且未获

得过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申报条件包括：已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或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并通过审查；历

史文化资源丰富、保护价值突出、保护发展定

位明确，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或潜力；县级

政府重视，乡镇积极主动，村庄自愿，有保护

发展的实施方案和对村落基础设施、人居环

境进行配套建设的财政支持措施；已获得中

央财政保护发展补助资金的传统村落，使用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保护发展项目进展顺

利、效果良好；近5年来申请使用其他中央和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规范有序，资金使用效益

高。

申报要求以村庄为单位，有条件的也可

以连线连片申报。

我省传统村落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7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我省2017年定向培养士

官考生参加体检、面试时间确定。

凡专科提前批报考定向培养士官院

校志愿且符合定向培养士官报考条件，

高考文化课成绩（文、理科相同）达到180

分（含）以上的男生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的女生；报考河

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理科300分（含）以

上、文科366分（含）以上的女生，须于7月

18日至21日，按有关文件要求在规定的

时间携带指定个人相关材料到河南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参加体检、面试。

定向培养士官考生
体检面试时间确定

在决胜全面小康中让中原更加出彩

▶▶全文详见今日《河南日报》一版

●河南省委坚定贯彻党中央关
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主动适应
引领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持续
打好“四张牌”为抓手，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战，努力建设经济强省。

●河南省委坚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四个有利于”要求，全面跟进
落实中央改革部署，聚焦影响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深化改
革，聚焦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社会公平正
义的突出问题深化改革，推动改革
举措落地见效。

●河南省委以办好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六件民生实事为重点，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努力使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河南省委切实肩负好管党治
党责任，先后制定实施关于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决定，把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作为重
要抓手，持续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在思想
建设上从严从实，在作风建设上常抓
长管，在干部队伍建设上选优用好，
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强基固本，在惩治
腐败上利剑高悬，在制度建设上探索
创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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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