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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青）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与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息息相

关。1月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2019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首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9年11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5.82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32.76万人，就业困难

人员实现就业11.6万人。

2019年，省委、省政府通过社会公

开征集、梳理汇总意见，决定将“新增城

镇就业110万人”列为全省重点民生实

事之首，并向公众作出力争完成的公开

承诺。

一年来，我省全面实施全民技能振

兴工程，省政府与人社部连续三次签署

省部共建备忘录，共同推进职业培训工

作，启动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325.48万人次，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108.5%。在全国率先出

台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办法，已开展新

型学徒制培训21810人。

加强就业实训基地建设，全省已建

成440个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其中国家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8个、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35个。同时，统筹做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退役军人实现

就业创业，扎实做好残疾人等群体就业

帮扶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发挥培训、贷款、孵化、服务“四位一

体”创业体系作用，全省共开展创业培训

35.18万人次；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6.88 亿元，扶持7.5 万人创业，带动

23.54万人就业；已建成312个创业孵化

基地，在孵企业2万多家，提供就业岗位

20多万个。全省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22.83万人，带动就业117.49万人，创业

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显现。人社部门

与高校联合建立创业导师团队，开展创

业导师走基层等形式多样的辅导活动，

帮助创业者成功创业。

我省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积极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民营企业招聘周、招聘月等专项服务

活动，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平

台。全面推广应用河南省“互联网+就

业创业”系统，通过系统办理各类就业

创业业务。继续开展就业服务进校

园、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全省

开展各类服务活动3076场次，提供岗

位 181.8 万个，进场求职 116.9 万人。

加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建设，已建基层平台4.5万个。深入开

展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活动，认定省级

充分就业社区1210家。打造“15分钟

公共就业服务圈”，提高求职者寻找工

作的便捷性。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1月3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9年重点

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我省去年全面落实养老惠民政

策，共投入43.91亿元，有效提升了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全年发放高龄津贴资金

12.9亿元，惠及226万高龄老年人；全省

共有约95万人次的参保高龄老人享受

了住院医疗费用提高5个百分点报销比

例待遇，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及大病

补充保险共报销31.01亿元。

2019年我省把“提高高龄老人医保

报销比例，实行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作

为一项重点民生实事。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对全省80岁以上参保居民，在

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在现行

政策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实施80岁

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80岁~89岁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标准由省辖市政

府确定，90岁~99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高

龄津贴不低于100元，100岁以上老人每

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不低于300元。

省医疗保障局副巡视员王雪辰介

绍，2019年2月，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

财政厅联合印发文件，明确规定为参保

高龄老人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

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比例在原政策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

点，最高报销比例不超过95%。

全省各地也都按要求及时出台了实

施意见，并从去年4月1日起，全面实现

参保高龄老人按照新标准在定点医疗机

构直接结算报销。同时，我省对符合条

件的高龄老人去年1月1日至去年3月

31日之间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报，为

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高龄津贴是老年人社会福利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9年，全省已经登记的

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全部发放到

位。其中，80岁~89岁发放197万人，标

准为每人每月50元至100元不等；90岁

~99岁的28万人，标准为每人每月100

元至 200元不等；100岁以上的 8029

人，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至500元不

等。全省享受高龄津贴老年人数最多的

商丘市，高龄津贴惠及24.5万老年人，

其中仅百岁老人就达1092人，使广大高

龄老年人进一步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

果，切实增强了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省民政厅副厅长高东海介绍

说，这是我省首次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

度，将国家要求的“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

老人补贴制度”扩展到了面向全体高龄

老人，在全国居于前列。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4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9年重点民

生实事落实情况”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完

成宫颈癌免费筛查144.85万人，乳腺癌

免费筛查148.72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全省完成免费产前超声筛查69.85

万例、免费血清学筛查77.70万例，孕产

妇早中期产前筛查覆盖率为65.82%，超

出目标要求15.82个百分点；新生儿“两

病 ”筛 查 114.10 万 例 ，筛 查 率 为

96.64 %，超出目标要求6.64个百分点;

新生儿听力筛查112.39万例,筛查率为

95.2%，超出目标要求5.2个百分点。全

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均已超额完

成省定目标。

2019年，我省将“继续免费开展妇

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预防出生缺陷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列入重点

民生实事，要求继续对农村适龄妇女、

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的适龄妇女免费开

展一次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2019年

完成筛查140万人；继续免费开展预防

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对筛查出的高风险孕妇进行免费产前

诊断。

免费筛查实效显著。2019年，通过

免费“两癌”筛查，全省共确诊各类乳腺

癌 585 例、癌前病变 24例、良性病变

3674例；确诊各类宫颈癌501例、癌前

病变4093例。上述病例均得到了及时

规范的医学处置或转诊治疗。

通过免费产前超声筛查，全省共发

现高风险孕妇6816例；通过免费产前血

清学筛查共发现高风险孕妇44618例；

通过免费产前诊断45085例，共确诊染

色体病3914例。上述严重出生缺陷胎

儿均得到了规范的医学处置。

通过新生儿“两病”筛查，全省共确

诊苯丙酮尿症（PKU）129例，确诊甲状

腺功能低下症（CH）862例，上述患儿绝

大部分得到及时规范的治疗。通过新生

儿听力筛查及进一步诊断，确诊先天性

听力障碍患儿1159例。

省政府妇儿工委委员、省妇联副

主席崔爱兰表示，通过民生实事的推

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省广大妇女

的健康意识增强了，很多妇女群众从

“要我检查”转变为“我要检查”，从民

生实事的受益者转变为民生实事的宣

传者、推动者；高风险人群的诊疗意识

提高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的服务意识增强了，对免费筛查民生

实事的政策掌握更加精准，服务更加

周到。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4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9年重点

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9年，全省国家级“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达到10个，位居全国第一；

2019年度拟退出的14个贫困县提前半

年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目标；新建和

改扩建农村道路10200公里，新增1万多

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全省1806个乡镇和

46098个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100%，圆

满完成重点民生实事工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要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进

一步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列入了2019年

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徐强介绍，

2019年，我省新增孟州、孟津、鄢陵、桐

柏4个“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省

国家级示范县达到10个，位居全国第

一；评选出汤阴、西华等14个第三批“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省级“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达到31个。

2019年，我省新建和改扩建农村道

路10200公里，为年度目标的两倍多，全

省已有65个县基本完成20户以上自然

村通硬化路任务，新增1万多个自然村

通硬化路，全省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75%以上。特别是桐柏、鲁山等县积极

克服山区地形复杂、自然村分散、建设里

程长等困难，已基本完成20户以上自然

村通硬化路任务。

2019年度拟退出的14个贫困县提

前半年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目标，卢

氏、台前、淅川、嵩县4个深度贫困县和

1235个深度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明显

改善，39个已脱贫县交通脱贫成效持续

提升，全省所有易地搬迁安置区实现至

少有一条通畅的对外出口路。

2019年，省交通运输厅向交通运输

部争取农村公路车购税补助资金35.2亿

元；与省财政部门多次沟通，全年共安排

农村公路燃油税转移支付资金21.8亿

元，省财政支持一般债券资金15亿元。

在“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和“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建设中，各市县因地制

宜，勇于创新，探索形成了以潢川县为代

表的“城乡班线+通村客运”、以孟州市

为代表的“全域公交化”通客车经验及驻

马店市、卢氏县、光山县等地创新交通扶

贫项目融资模式等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

经验做法，有效破解了交通扶贫工作中

的瓶颈制约。

2020年，我省将继续在农村公路通

村入组建设、管养长效机制建立、美丽农

村路示范创建等方面，为全国“四好农村

路”建设提供河南方案。计划年内完成

1.5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的目标，全省

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85%以

上，使全省农村公路网络化程度和通畅

化水平得到新提升。

2019年12月31日，济源示范区梨林镇欣天纺织有限公司纺纱车间内，纺纱工人正

在纺线。2019年，梨林镇积极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探索出一条新旧产能转化提升、资源

对接利用的融合发展之路。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贾飞飞摄

本报讯 （记者李东辉）2019年12

月28日，由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主

办、河南天欣律师事务所协办的第三届

“天欣杯”裁判文书写作大赛终评会在

郑州市召开。

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由郑州大

学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成立，旨

在通过案例研究推动案例指导工作、推

动法治进程、提升法治水平。据了解，

为弥补当代法学教育对学生裁判文书

写作实践指导的不足，拉近理论与实践

的距离，培养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兼备

的当代法科学生，该中心特联合河南天

欣律师事务所举办“天欣杯”裁判文书

写作大赛活动。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56所高校的

3299人报名参加，并有10余万人次参

与了作品的投票活动。中国司法案例

研究中心于2019年11月23日邀请法

官、检察官、律师、学者进行了初评，筛选

出270份作品进入终评。

“天欣杯”裁判文书写作大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 1月3日，由中国农业电影

电视协会、洛阳市农副产品行业协会主

办，洛阳通河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0年《劳动欢歌》扶贫春晚成功举

办。现场向贫困户代表赠送慰问品并

进行了农产品义卖活动，同时，还开通

了年货购物一条街，提供1000个免费

摊位，助力农产品销售。

晚会在舞蹈《喜旺丰收》声中拉开

序幕，先后表演了对唱《幸福到家》、器

乐合奏《河洛欢腾》、戏曲小品《日子越

过越幸福》等15个节目，精彩的演出

不时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

声。

在晚会现场，来自偃师市和栾川县

的两名驻村第一书记讲述了自己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的感人经历，并进行了农

产品义卖活动，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

公司、洛阳通河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等参

会企业纷纷响应购买，还为贫困户代表

赠送了火腿肠、葡萄酒、大米、油等产

品。 (郑晓伟)

洛阳《劳动欢歌》扶贫春晚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5日，郑

州市迎来第一场将雪，为应对雨雪天气

郑州公交二公司对所属的1600余台车

辆进行全面维护、对车长进行雨雪天气

培训、储备大量物资，提前做好应急防

范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此次特殊天气期间

的公交运营保障工作，确保公交车辆各

项设施设备、技术性能安全稳定，郑州

公交二公司已对全部车辆进行全面安

全检查，全力保障特殊天气期间公交车

辆运营安全。同时，还对公交车暖风设

备进行集中维护，确保让市民在严寒冬

季坐上“暖”公交。积极做好公交车长

雨雪天气培训，对所有公交车长进行了

全面培训，特别是对驾龄在5年以内的

车长和未经历过冬运的车长进行有针

对性的安全行车培训等，提高车长在

雨、雪、结冰等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

能力。

郑州公交二公司

确保市民“温暖”出行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郑法
魁)1月4日，第九届中国·鄢陵蜡梅梅花

文化节在许昌市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

开幕。

本届蜡梅梅花文化节主题为“梅开

花都·香飘九州”，会期为1月4日至2

月9日，包含蜡梅产业论坛、蜡梅梅花

展览展销、评奖颁奖等6项活动，旨在

弘扬中国蜡梅梅花文化，加强文化科技

交流，推进蜡梅生产市场化、产业化、品

牌化。

目前，许昌市花木种植面积超过

100万亩，拥有重点花木企业1600家、

从业人员25万人。花木产业年销售额

突破100亿元，花木主产区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31700元，花木产业已成为许

昌的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富民产业。

近年来，鄢陵持续巩固造型蜡

梅、盆景蜡梅等传统技艺，积极探索

发展蜡梅茶、精油提取、切枝切花、乔

化蜡梅等新技术，先后建立了10多家

大规模蜡梅生产基地和一大批科研机

构，通过转型升级，使鄢陵蜡梅生产新

技术、新品种得到推广应用，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生产区域相对集中，生产

档次进一步提升，进而实现三产融合

发展。

目前，鄢陵蜡梅梅花产业已经走出

了一条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绿色

富民之路。经河南驯化的梅花也已成

功引种到北京、西藏、辽宁、新疆等地，

并出口至波兰等国家，获得广泛赞誉。

本报讯（记者李政）1月4日，由河

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政协河南省委员

会文化和文史委员会、河南省书画院、

香港商报主办，香港商报河南办事处、

河南人民书画院承办的“礼赞祖国”当

代书画名家作品巡展在郑州开幕，200

余幅当代书画名家的书画作品参与展

出。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200余幅书画

作品，主要是从河南籍书画家创作的500

幅优秀作品中选出来的。展出作品紧扣

时代主题、突出特色，融思想性、艺术性、

纪念性为一体，体现了书画家们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这

些书画作品也从多个侧面展示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我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

展示了中原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

河南人民书画院院长张书勇在致

辞中说，书画是文化的艺术化再现，是

以文化人的重要手段。它蕴含着重要

的文化信息，承传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性

格，反映着传统文化、精神灵魂和物质

文明时代的人文特征。

此次展览为期两天，从1月4日至5

日。其间，书画家代表还进行了现场书

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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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祖国”书画展在郑举行

鄢陵蜡梅梅花文化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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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城镇就业125.82万人

近44亿元“红包”惠及高龄老人

2019年，全省完成宫颈
癌免费筛查144.85万人，乳
腺癌免费筛查148.72万人，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144144..8585万人万人 6969..8585万例万例
2019 年，全省完成免

费产前超声筛查 69.85 万
例、免费血清学筛查77.70
万例

“两癌”免费筛查任务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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