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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范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
管理工作

欠薪 8000 元超仨月列入“黑名单”
本报讯 （记者杨青）12 月 6 日，记者从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进一步规
范全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工作，
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失信人的联合惩
戒，我省公布了《河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规定，用人单位存在以下两
类情形之一的，人社部门自查处违法行为并

从严从实抓好扶贫领域
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奋力谱写食品安全
“许昌篇章”
——许昌市扎实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陈贯宇 蒋红伦

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实施办法》，
明确各级党
委、政府应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同时，
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16 年， 食品安全纳入“十三五”总体规划、全市经
许昌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全国第三批国 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项目和社会治安综合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试点城市。两 治理考核项目，所占权重均达 3%以上，对
年多来，该市以“确保食品安全让群众满 食品安全事故实行
“一票否决”
。
意，确保产业做强促经济发展”为总体要
支撑保障坚强有力，许昌市不断加大
求，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督促监 对食品安全的财政投入，连续 3 年先后将
管部门依法履职，引导企业诚信经营，鼓 “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小餐饮改造提
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了“上下统一、 升、农产品市场快检室建设、食品安全放
责任明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无缝衔 心超市创建等纳入市委、市政府每年的十
接、全程监管，符合实际、科学合理”的食 大民生实事。建成市级食品检验中心 1
品安全治理体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工作 个、区域性检测机构 5 个、农贸市场快检
在许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力和 室 15 个、基层监管机构快检点 89 个，形
影响力，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获得感、 成了覆盖全市的“15 分钟快速检测服务
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攀升，谱写了食品安 圈”。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建设完成食
全“许昌篇章”。
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平台一期工程。
今年 5 月，省政府食安办对许昌市创
以民为本，扎实推进国家食品安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进行中期
全示范城市创建
评估，评估档次为 A，许昌市以优异成绩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是民生 通过了中期评估。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
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项良心工程。创 达 79.2% ，创 建 知 晓 率 92% , 支 持 率
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决人民群众 96%。6 个建制县（市、区）也全部纳入省
关切的问题，让群众满意。这项上级支 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试点。
持、群众拥护的大事、要事、好事，我们一
守牢底线，
确保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定要做好、做实。”许昌市副市长楚雷说。
作为河南省首批试点，许昌市把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民以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必须党 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 13 亿
政同责的要求作为基本原则。成立了由 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
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的“创 而又紧。’”许昌市食安办主任、食品药品
城”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许昌市 监督管理局局长王三宝说。近年来，许昌

市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
作，必须“四个最严”的要求作为基本遵
循，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
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扎实做好食品安
全工作，做到“两个确保”，确保不发生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食品安全问题。
建立网格化监管机制，监管实现无盲
区。该市推行“两图两档一承诺”监管模
式，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
夯实基层管理基础。实行食品药品标准
化检查制度，做到现场检查规范化、痕迹
化，提高基层监管可操作性，让日常监管
真正成为风险防控的首要手段。强化生
产源头监管，以规范生产防控风险为主
线，以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为重点，开展药
品生产企业质量提升活动，全面排查整治
药品企业安全隐患。
实施食品生产阳光工程，企业责任更
夯实。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建立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目前，许昌市已有 469 家
企业以透明车间、视频车间等方式公开食
品生产过程，81 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通
过 HACCP 或 ISO22000 企业认证，396
家企业实现产品可追溯，质量管理和风险
管控能力不断增强。
加强流通领域监管，该市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276 家次，发现整改问题
624 个，立案查处 74 起，撤销药品经营企
业认证 21 家，收回药品经营企业认证证

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决定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按照管辖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
单”：其一，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拒不
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
额在 8000 元以上，或者拒不支付 10 名以上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 4 万元以上的。
其二，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
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书 1 家,有力防范食品药品流通领域风
险。同时，市、县公安部门均成立了打击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实现“农安、
食安、公安”
“三安”联动，食品安全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

创新引领，率先实行农村集体聚
餐网上备案制度
确保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在农
村，红白事邀请亲朋好友到家聚餐，是农
村千百年来的习俗。由于条件所限，所用
菜品很难保证溯源到位，操作及洗刷环节
也没有安全保障，导致食品安全风险较
大。如何才能确保食品安全？
2015 年以来，许昌市在全市 89 个乡
（镇、办）食品药品监管所全部实现了人员
配备、办公场所、快检设备、执法车辆、工
作开展“五到位”。在全省率先推行农村
集体聚餐网上备案，在农村偏远地区村庄
探索建立“百姓食堂”。实行流动厨师管
理“五统一”，即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考核
指标、统一持证上岗、统一健康体检、统一
服装服饰。每月对厨师的工作情况进行
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示，促进农村
厨师职业素养的提升。各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把农村聚餐场所环境作为监管重
点，做到地面平整无杂物，水源清澈无污
染，消杀彻底无蚊蝇，厕所干净无臭味。
同时，实现了事前报告、备案，事中指导、
留样，事后追踪、总结。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田明）12 月 4 日，扶
贫领域专项巡视整改情况专题调研工作
汇报会在郑州举行。省政府副省长、省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武国定参加会
议。
前段时间，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派
出 10 个专题调研组分赴 30 个县（区），
针对扶贫领域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
行了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建议。调研结束后，武国定拿出一天时
间，认真听取调研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
题整改进度，并对持续抓好整改提出明
确要求。
武国定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各
部门对专项巡视反馈问题照单全收、认
真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项目资金
使用、扶贫政策落实、干部作风转变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下一步，要从讲政
治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巡视反馈问题，

深挖细查，剖析原因，把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动
中；要认真汲取“秦岭事件”的深刻教训，
勇于担当作为，敢于较真碰硬，善于攻坚
克难，从严从实推动问题解决；要以钉钉
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对存在问题紧盯
不放、找准症结，落实责任、一抓到底，不
达到目的绝不收兵；要通过问题整改，做
到举一反三、查漏补缺，杜绝同类问题重
复发生，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
武国定强调，临近年底，今年所剩时
间不多，要迅速传达贯彻好这次会议精
神，尽快安排部署整改工作，扎实开展扶
贫项目建设管理问题、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问题、雨露计划实施管理问题和精准
识别“回头看”等专项治理，对问题线索
逐一核查、对存在问题逐一纠正，并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打好健康扶贫
“组合拳”

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减少 58 万
本报讯 （记者李政）12月6日，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在郑州举行健康扶贫专
题新闻发布会，省卫健委主任阚全程介
绍了我省健康扶贫工作进展情况。
据介绍，自 2016 年以来，省卫健委
紧紧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上
病、看得好病、少生病”的目标，统筹施
策、精准发力，目前，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实
现贫困人口全覆盖，贫困人口住院实际
报销比例由 2016 年的 52.25%提高到今
年 11 月的 88.58%，提高了 36.33 个百分
点。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由 2016 年

的 170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111.56 万人，
减少 58 万多人。
为提高特惠政策的精准度，我省还
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口特惠医疗
医保救助政策，主要包括：采取地方财
政据实出资资助贫困人口 100%参加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应保尽保；贫困
人口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增加到
15 种以上，门诊重特大疾病病种增加
到 27 种以上，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提
高到 85%；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
助范围，加大帮扶力度，实现应救尽救
等。

洛阳名特优农产品“六进”大上海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怀
良）12 月 6 日上午，第六届河南洛阳名特
优农产品（上海）展销周洛阳名特优产品
展销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洛阳名特优
农产品第 6 年亮相大上海。
本届展销会有 53 家涉农企业和农
民专业社参展，参展的产品分为名特优
系列农产品、牡丹系列产品和特色旅游
工艺品等三大类，共计 12 个系列 300 多
个品种，涵盖洛阳农产品种植、养殖、生
产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代表了洛阳近年
来特色高效农业和牡丹产业发展的优秀
成果。本届展销会所有产品均是通过国

辉县市

老织布机
织出新生活
12 月 6 日，辉县市常村镇百
间寺村老粗布扶贫车间里，工人
们正在用 传 统 老 织 布 机 织 布。
为带动贫困户脱贫，该扶贫车间
引进老织布机 26 台，组织 26 位
农村妇女学习传统织布手艺，不
仅传承了这一古老手艺，实现了
老粗布的产业化生产，每人每月
还能收入 2000 余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张银珍 李中贺 摄

□本报记者 孙高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平
顶山市畜牧业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坚持用
生态促提升、用高效换空间、用绿色促转型
的发展理念，迈向了畜牧业循环发展、可持
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开创了畜牧
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新天
地。
目前，平顶山市被确定为河南省生态
循环畜牧业示范市、河南省现代生态循环
农业试验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和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

把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列
为民生实事
据悉，平顶山市政府连续两年将畜禽

家产品质量体系认证，并经过洛阳名优
农产品评选活动评选出来的品质高、质
量好，叫响国内的知名品牌。
本届展销会突出了牡丹特色，有牡
丹食品、牡丹花茶、牡丹籽油、牡丹花酒、
牡丹瓷、精品牡丹画等，充满了牡丹元
素，体现了牡丹产品开发的产业链。本
届展销会专门设置了扶贫专柜，来自贫
困村的柿子、核桃、玉米糁、香菇、木耳等
绿色农产品，深受上海市民喜欢。
据统计，展销会开幕当天，洛阳参展
商现场销售商品 30 万元，与合作方签订
合同、达成合作意向近 4000 万元。

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
还有 25 天

平顶山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辟新天
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列为十大民生实
事。该市成立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建立了
联席会议制度，与各县（市、区）签订了目标
责任书。形成了目标、重点、措施、进度、责
任“五明确”和“领导包片、人员包场”的工
作机制。同时，平顶山市、县两级政府成立
了工作督导组，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督导；平顶山
市畜牧局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作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
借助“千村整治，百村示范”活动和农
村“六改一增”扶贫行动的开展，平顶山市

科学引导散养户实施“三退三进”战略。按
照禁养区的划定调整和关闭搬迁工作，全
市关闭搬迁养殖场户 417 家。市、县两级
通过争取项目、整合资金等途径，地方投
入财政资金 8600 余万元，引入社会资金
2.8 亿元用于畜禽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配
套设施建设。建成一个病死动物无害化
集中处理厂，建立完善了覆盖全市的“分
散收集、集中处理”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
体系，收集点达 48 个，年处理能力达 30
万头；建成 9 条有机肥生产线，总产能达
50 万吨；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 125 个，沼
气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达 1445 千 瓦 ；完 成 了
本报联系电话

560 家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配套建设，
全国首创“百亩千头生态方”种养
配套率达 97.5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达
结合循环发展模式
78.6%。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开展示范创
在生态循环畜牧业创建征程中，平顶
建活动。对新建规模养殖场，畜牧部门 山市探索推广了“农牧结合、就近利用”
“林
提前介入，引导企业按照“五化”标准设 牧结合、自然利用”
“协议消纳、异地利用”
计建设，落实“三同时”制度，全市标准化 “无害处理、集中利用”
“加工制肥、分散利
规模养殖占比达 70%以上。创建国家级 用”
“就地还田、直接利用”等畜禽养殖废弃
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2 个、国家级标 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模式，在全国
准 化 示 范 场 19 个、省 级 生 态 示 范 场 50 首创了“百亩千头生态方”种养结合循环发
个。2016 年 9 月，全国畜禽标准化规模 展模式（简称“千头线”
）。
养殖与粪便综合利用现场会在平顶山市
“千头线”模式按照生猪粪便排泄量
召开。
与土地消纳能力相匹配的原则，以 1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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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为一个单元，建设一个占地约 3 亩、每
批出栏 1000 头生猪的养殖生产线，生猪粪
便经无害化处理后就地消纳。同时，每个
单元拿出 20 亩单季休耕，经过 5 年左右土
壤改良，地力提升 1～2 个等级。
“千头线”模式实现了循环发展、种养
平衡、品质提高、效益提升，具有用地少、造
价低、环境好、出栏快、零排放、无污染等特
点。目前，全市已发展生态循环畜牧试点
企业 201 个，带动流转生态农田 50 余万
亩，建成生猪“千头线”344 条。
以此为契机，平顶山市近两年来还引
进大型养殖和畜产品加工项目 11 个，总投
资达 78.5 亿元。加快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推进了畜牧全产业链开发，在省内外
（尤其在上海）开拓了广阔的畜产品市场。
2017 年，平顶山市被确定为上海市优质农
产品供应外延保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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