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82018//0808//1010

责任编辑 王园园 美编 李茹 校对 王晓林
E-mail:hnfzbhnrd@163.com

0909

“唉，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
就开了一大堆药，钱花了不少，病
还是没有好。”“听说镇卫生院的×
大夫到县医院上班去了，以后看病
可找谁啊？”这些看似家长里短的
聊天，无不折射出看病难这一让老
百姓头疼的问题。

群众关注的难点就是人大监
督的重点。为加快推进建设一支
医德高尚、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进一步提高全
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在近
日召开的淅川县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12次会议上，该县人大常委
会专题听取并审议了县政府关于
全县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的专项工作报告。

“卫生技术人才紧缺，卫生技
术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职称
结构不合理、人才招录补进缓慢、
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已经严重影
响全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
情绪日益高涨。”梁普委员直言不
讳地指出，全县的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状况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极
不相符、与老百姓对优质医疗服务
的热切期盼还有很大距离。

“县政府要解放思想、提高认
识，牢固树立人才强卫观念，确保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与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相适应；要合理核定编制，
灵活运用人事政策，按床位与医护
人员的比例要求核定编制人数，及
时开考补员，解决医疗卫生用工紧
缺的问题；要创新人才招引机制，
建立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有效
化解医疗卫生人才‘招不来、留不
住、不好用’的矛盾；要创新激励机
制，制定落实优惠政策，吸引和稳
定人才队伍。”针对如何吸引更多
的医疗卫生人才来到淅川，多红刚
委员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在分组审议中，委员们的发
言犹如抽丝剥茧，步步深入，为
县政府加强和改进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诸多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审
议意见，县政府制定了整改措施，
进行整改落实。县人大常委会也
将对整改落实情况实施跟踪监督，
及时了解情况，督促落实，力争通
过认真整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医疗卫生工作的新变化、新
气象。 （马腾）

●亮点八 落户政策
老年人随赡养人或者扶

养人生活居住的，可以凭相
关证明将户籍迁入赡养人或
者扶养人户籍所在地，按照
有关规定享受迁入地基本公
共服务。公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为
行动不便、患病或者残疾的
老年人办理户籍迁移等相关
手续提供便利服务。

●亮点九 严惩不孝
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

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扶
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扶养，
虐待老年人或者对老年人
实施家庭暴力的，由村（居）
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或者
赡养人、扶养人所在单位给
予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亮点十 依法追责
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

场地、设施等开展与养老服务
无关的活动的；歧视、虐待、遗
弃老年人，拒不改正的，处以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人大河南人大

本报讯 连日来，在全体人大代表中开
展“我为人大添光彩、我为人民办实事”活
动，是唐河县人大常委会 2018 年开展代表
工作的重头戏和主要抓手。

在实际工作中，结合2018年工作安排，
从 3月起，唐河县人大常委会派出调研组，
分别由常委会领导带队，组织部分常委会
委员，专门委员会委员，省、市、县人大代
表等参加，围绕“精准扶贫”“双创”等县
中心工作，深入唐河县城郊乡、昝岗乡等
部分乡镇和县教体局、人社局等县直单

位，开展了以“我为人大添光彩、我为人
民办实事”为主题的集中调研视察活动；
重点开展好代表走访选民活动，组织代表
深入原选区走访选民，广泛听取意见和建
议，由各代表活动小组将征求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汇总整理，书面报县人大常委会选
工委，统一交“一府一委两院”办理。目前
已举行“人大宣传工作表彰会议”“人大
主席大比武擂台赛”“优秀人大代表座谈
会”等活动，组织代表交流经验，适时表彰
优秀代表，彰显代表风采。 （王英东）

版
的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
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新时代人大工作需要人民
群众广泛参与。为深入宣传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保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深入宣传
我省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保障的实践和成就，展示全国、省、市、县区、乡镇五级人
大代表的履职风采，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与河南
法制报联合开办“河南人大”专版，为推进我省人大科学
立法、民主监督以及各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栏目设置

科学立法

●报道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发布及在河南
的实施情况，对河南地方立法全程跟踪。

民主监督

人大建设

代表履职

●围绕省人大机关、各级人大，以加强和改进自身
建设、思想作风、履职能力、组织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和
着力点，做好宣传报道。

●重点报道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一府一委两
院”的工作和实施有关法律情况；报道市、县（市）区、
乡镇等各级人大监督工作情况。

●对全省五级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组织
专访、会场内外互动、亮点追踪等进行深入报道。把全省
各级近20万名代表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做好人
大各项工作的整体合力。

代表风采

法眼看世象

评论

●对全省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听取民意、与人民群众
保持血肉联系、以各种方式为社会作出贡献等进行报
道。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报道我省人大系
统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
的新部署新要求的生动实践和经验成就。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就人大民主立法、科
学立法、执法监督工作刊
发评论。

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联办

明年1月1日施行的《河南省老
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亮点多多

经过两次审议、50多
次修改，《河南省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在近日举行的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审议通过。这是在原
《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
的基础上，时隔27年后新
修订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地方法规，将于2019年

1月1日正式施行，惠及河
南1500多万老年人。

《条例》共八章六十
条，主要围绕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从家庭赡
养与扶养、社会保障、社
会服务、社会优待、参与
社会发展、法律责任等方
面作了规定。

新出台的《条例》一大亮点是进一步明
确、细化了各级人民政府对老龄事业的职
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
度相适应的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还有独
生子女护理假，由不超过20天提升至不少
于20天。这是关爱老人、鼓励亲情的暖心
政策，必将温暖老人和儿女的心。当然，具
体实施中还需细化。毕竟，独生子女护理
老人是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普遍问题。
如何解决工、养矛盾，值得关注。

全国人大
代表黄艳

全国人大
代表王馨

我们河南一直以来都是外出打工的
农民工大省。因此，我希望省人大、省政
府各部门，接下来应加大对于新修订的

《条例》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知晓率。
同时鼓励各类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
时，应更多地体现社会效益和人文关怀，
让“每年累积带薪护理假不少于二十日”
这些规定能真正落实到位，建立起企业
和员工的紧密关系，传承和发扬中华传
统美德。

全国人大
代表何红

《条例》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应当进一步确定
有哪些人员负责本辖区内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
和条件。整合政府、社会、家庭资源，
吸引全社会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共同参
与照料；还可以推广“时间银行”，由社
区记录和管理，将参与者的公益服务
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
时再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

●亮点一 权益保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建立老年人信息服务平台，
做好老年人调查统计、档案记录
和服务工作，并确定专门人员负
责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亮点二 家庭赡养

对未经常探望老年人的家
庭成员，养老机构可以向该家
庭成员或者其所在单位、住所
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建
议，督促其前往探望；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
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亮点三 高龄津贴

在全省实施八十周岁以上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发放高
龄津贴的具体办法和标准由省
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目前，我
省规定各地市要对百岁老人发
放老龄津贴，《条例》将这一年
龄“前提”了 20 岁。而目前，河
南最高的老龄津贴为每人每月
500元。

●亮点四 护理假期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老年人住院治疗期间，其子
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每年累计
不少于二十日的护理假，护理
假期间视为出勤。

●亮点五 医养结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布局、统筹养

老服务与医疗服务资源；每个省辖市、县（市、
区）至少建立一所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亮点六 老有所乐
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已建
成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20平方
米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购置、置
换、租赁等方式配置养老服务设施。

●亮点七 社会福利
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公园、依托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
景区等场所，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B

C

为了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

本报讯“访民情、解民忧”活动是今年
漯河市人大安排的重要内容。舞阳县孟
寨镇人大主席团高度重视，立足实际，强
化措施，积极搭建“三个平台”，打通了人
大代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力推
动了乡镇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是搭建民生问题收集平台。认真听
取选民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做到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答复：能在现场解答的，立即答
复；镇、村层面能解决的，立即督促解决；不
能解决的，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并协调跟
进解决。二是搭建信访问题沟通平台。围

绕人大代表联络站的职能定位，坚持依法
受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三是搭建监督履职活动平台。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视察脱贫攻坚、危房清
零等工作，专题调研校园安全、人居环境、
低保救助等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党委
决策、政府落实提供了依据。在代表中开
展“三个一”活动，即由每位代表联系一个
选民小组、提一条建议、解决一个问题，结
合“访民情、解民忧”活动，收集意见 50 多
条，帮助群众解决疑难问题 60 多件。

（程军晓）

开展“我为人大添光彩、我为人民办实事”活动

搭建“三个平台”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开

代表
热议

D

●从法律的视角对涉及科学立法、人大监督和涉法
热点进行解析，正面引导舆论。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驻豫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第三组深入基层调研

发挥地方立法作用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河南老年人有福喽河南老年人有福喽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文图

民主监督
代表履职

A

科学立法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地方立法专题调研驻豫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地方立法专题调研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文图）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 2018 年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
研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 2018 年工作
安排，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近阶段组织全国人大河
南团代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调研，推动中央及我省
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调研人员分为四组，第一组调
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问题，第二
组调研关于科技创新问题，第三组调研关于发挥地方立
法作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四组调研关于打好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发展问题。调研充分
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密切了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更好地发挥了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带领驻豫全国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第三组赴郑州、洛阳两地，专题调
研关于发挥地方立法作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在郑州，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双鹤湖公园、苑陵
城生态遗址公园、南三环机动车道路固定遥感监测点、
凤山公园、龙湖湿地、马头岗污水处理厂、黄河湿地公
园、江山路生态廊道等地，现场查看了当地开展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城市污水处理的相关情况。

“这个看上去跟矿泉水没什么区别啊。”在马头岗
污水处理厂，王保存对现场展示的一瓶“脱色水”产生
了兴趣，拿在手中仔细观察了一番。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杜莉
莉说，净化后的污水可达到自来水色度，进入河道后，水
体不易发黑发臭，可有效补充城市水资源。

随后，杜莉莉又向代表们展示了污泥处置后的样
本：“污泥处置后，可用作建筑材料和生物质燃料等，还
可用于电厂掺烧，实现了污泥的资源化利用。”

“ 会 不 会 造 成 二 次 污 染 ？”“ 掺 烧 比 例 大 概 多
少？”……面对代表们的问题，她一一作答。详细了解
后，代表们不禁感叹道：“真的是变废为宝啊！”

在洛阳，调研组一行深入伊水游园八里堂段、嵩
县陆浑水库、伊川县伊电集团河南龙泉金亨电力有
限公司、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洛阳市农业局、兴
洛湖公园、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孟津县平乐镇中

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当地水生态建设、大
气污染防治、城市绿化管理、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进
行视察调研。

调研组通过分析研究，形成对策、建议，为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部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依
据，并形成高质量的议案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办理代表
议案建议，从而进一步改进和推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