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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 为贫困群众看病打开三条绿色通道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黎
明 耿福生)“我前天向医保局申请重症慢
性病鉴定，当天就给我鉴定了，拿到就诊
手册随时到定点医院买药就给我报销了，
医保局为我们贫困群众办事真贴心！”这
是 5 月 13 日，孟州市赵和镇西小仇村贫困
群众梁某在和邻居聊天时说的一番话。
据了解，他患了较重的慢性病，鉴定为医
保重症慢性病后，当天在定点医院买药花
费 122.4 元，医保就报销了 104 元。
孟州市医保局在全力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中，认真落实“两定制兜底线”医保精
准扶贫政策，
并结合工作实际，
为贫困群众

本报讯 “白白的肚皮，大大的尾
巴，弯弯的嘴角，对我笑哈哈……”5 月
15 日上午，尉氏县南曹乡北曹村北曹小
学教室，传来轻快的钢琴声和整齐清脆
的歌声，来自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的陈慧芳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学
习儿童歌曲《石头剪刀布》。与此同时，
北曹小学室外篮球场传来气球的爆破
声和欢笑声，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王
玮、张雯瑜老师正和驻南曹乡扶贫干部
一起做减压小游戏。这是河南大学民生
学院联合北曹村共同举办的“花匠与花
朵的故事”教育扶贫活动现场。学院领
导和老师不仅为刚刚复学的孩子们捐助

看病报销开辟了三条“绿色通道”，让他们
能够更加快捷地享受到实惠的医保扶贫待
遇，
真正实现贫困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重症慢性病
鉴定“绿色通道”。贫困群众患有门诊重
症慢性病 29 个病种内疾病时，随时可以
向医保部门申请，医保部门随时进行鉴
定，符合条件的随时发放医保重症慢性病
就诊手册，随时纳入医保信息系统管理开
始享受待遇。今年以来，孟州市新鉴定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34 人，已全部纳入重症
慢性病待遇享受范围，目前已累计鉴定
590 人。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域内就医
报销救助“绿色通道”。贫困群众在孟州
市范围内 25 家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均可享
受“3+3”
“一站式”结算，就医或购药的医
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三重医保报销和医疗救助、托底救
助、慈善救助三重救助后，个人仅需负担
不到 10%的医疗费用。截至 4 月底，
“一
站式”服务“绿色通道”共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兑现医保扶贫报销待遇 2021 人次，
发 生 医 疗 费 用 689.11 万 元 ，实 际 报 销
636.89 万元，实际报销比例为 92.42%。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域外就医

报销救助“绿色通道”。为方便贫困群众
在县域外就医的医疗费用及时享受相应
的报销救助，孟州市对贫困群众在该市以
外住院发生医疗费用的信息，就诊医院对
基本医保部分即时结算后，医保局利用医
保系统每月进行一次筛选整理，发送给各
乡镇卫生院，由各卫生院逐人通知本辖区
在县域外就医的贫困群众，就近到卫生院
领取医疗救助和财政托底待遇。截至目
前，县域外就医报销救助“绿色通道”共为
贫困群众兑现报销救助待遇 32 人次，发
生医疗费用 104.97 万元，实际报销 94.5
万元，实际报销比例为 90.00%。

南阳市宛城区

镇平县

全域党建带农民增收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5 月 15 日，
全省“清剿百吨王”百日攻坚暨严格队
伍管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即日起
至 8 月 25 日，在 100 天的时间内，全省
交通运输部门将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重
拳整治清剿“百吨王”，严厉打击货车超
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重点打击“百吨
王”及超限超载率 30%以上严重超限超
载车辆，坚决遏制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
此项行动主要分为安排部署、集中
实施、总结评估三个阶段。我省各地区
域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开始集中实施联
合执法，重点查处“百吨王”等严重违法
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对相关车辆、驾驶

5 月 16 日下午，获嘉县照镜镇楼村村民闫文珍正在获嘉县锦源劳模扶贫基地大棚里为西瓜剪枝。新乡市锦
源化工有限公司采取“企业+村+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建成了集生态观光、果蔬培育和循环农业于一体
的锦源劳模扶贫基地，
创造长期岗位 50 多个，
重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河南移动“5G+”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刘理政
樊景）近年来，镇平县树立全域党建理念，
通过消费扶贫专项党支部牵头组织，整合
龙头企业、爱心机构、特色产业合作社、行
业协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把强
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
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实现了千
家万户的贫困户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
机对接，全县特色经济活跃发展。
镇平县把消费扶贫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坚持组织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搭
建了农户生产、
社会消费的本土组织和电商
平台，
以新经济产业园为依托、以同富小康
公司为龙头、
以乡镇同康合作联社和村级同
康合作社为主体、以线上线下销售为两翼、
以域内域外消费市场为终端、
县乡村贯通的
消费扶贫
“一条龙”
体系，
并且先后建成县特
色产业园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梧桐树新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吕腾
经济产业园、创意行通医药健康园区，
形成
飞）
“第一季度明白卡空白未填，签约医
从产品采集、仓储、包装到销售完整消费扶
生随访记录不全，爱心药箱工作安排不
贫产业链的新型智慧园区，打造镇平特色
一致……”近日，在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农产品上行以及区域品牌培育的中心。
纪工委工作周例会上，纪检监察干部对
县扶贫开发公司注资 500 万元成立
近期扶贫走访督查情况盘点梳理、研判
的同富小康大数据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购
分析，将 3 大类 11 项问题移交区扶贫办，
买和消费来自贫困主体的产品和服务，将
按照专项督办、限期整改、铁面问责的方
贫困户和大市场有机对接，盘活农村资
式持续跟踪问效。
源，链接城市消费，实现总销售额近 3000
据悉，为确保脱贫攻坚顺利收官，该
万元。成立同康合作联社，在 22 个乡镇
区纪工委加强扶贫领域执纪监督，健全
街道成立同康合作联社、在 410 个行政村 “信、访、网、电”渠道，做好纪律服务保
成立同康合作社，销售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障，在全区 31 个村居增设 60 个扶贫问题
众农产品和农副产品 2.6 亿元。
举报箱，公示电话、邮箱、微信公众号二

全力打造社会信息流动的主动脉、产业
转型升级的加速器。今年一季度，河南
移动全省新建开通 5G 基站已超过 3000
个，有力支撑了我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的顺利进行。
“我天天在家不用出门，就能在直播
间里和粉丝互动，交流有关茶叶的知识，
茶叶销量越来越好，移动 5G 真是帮了我
们茶农的大忙。”河南移动第 300 万个 5G
客户殷勇是一名信阳茶叶的经销商，他
通过 5G 手机线上和粉丝直播交流茶叶
知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他的茶叶
销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长，并带

动了当地以种茶卖茶为生计的茶农的收
入增长。
据悉，河南移动持续丰富直播、在线
音乐、电子商务等 5G 特色应用，为消费者
提供超高清、高速率、沉浸式的 5G 体验。
推动 5G 千元机尽快落地，全力推广信用
购、无忧换机等新型销售模式。推出不换
卡、不换号、不登记快速免费开通 5G 服
务，满足消费者不同场景信息化消费需
求，充分挖掘龙头行业需求，尤其是加快
5G 与工业互联网、政务服务、教育、医疗、
农业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融合，为经济社会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跟踪问效扶贫问题
维码，建立专人专职、规范处理、及时反
馈的办理机制。截至 4 月底，已向区扶贫
办移交 3 条问题整改线索。
在此基础上，区纪工委进一步强化
扶贫领域资金使用、拨付督导检查，充分
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探头作用，紧盯各
项补贴应发尽发、及时发放、公开公示等
工作落实。其间，针对谢庄村监委会反
映村委账务信息公开不及时问题，对 39
个村居公开公示情况开展排查，并第一
时间进行整改。
与此同时，区纪工委下派 16 名纪检
监察干部对全区 34 户贫困户 100 名贫困
群众起底走访，通过明白卡、公示卡、贫

困户存折开展“三对照”检查，抓实抓细
补贴发放情况，积极拓宽问题线索搜集，
查阅两年来脱贫攻坚考核问题反馈清
单，上级行业部门督查有关问题整改要
求，结合前期专项审计、财政监督、巡察
工作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列出“回头看”
问题清单 17 条，及时向区扶贫办移交，督
促镇、办加强问题防范及时纠错整改。
“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在脱贫攻坚战中正确把握出发点、着力
点、落脚点，履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身边
的问题，把干部作风抓牢抓实抓具体，推
动脱贫攻坚决胜收官。”该区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雷伟民说

向阳村的
“八戒经济”
5 月 12 日，午后阳光正悄无声息沐浴
着社旗县大冯营镇向阳村，一座年出栏
6000 头的现代化生猪养殖场在向阳村的
西南角，
“八戒经济”接线移民精神，让村
集体后续经济发展逐步壮大。
“向阳村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淅川库区移民新村，移民人‘舍小家顾
大家’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无数人。为
了村民后续生产生活稳定，俺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投 资 兴 建 占 地 60 亩 的 生
猪养殖场并投入生产使用，让该村集体
经济年收益 20 万元。”社旗县德润牧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均说。
投产以来，随着生猪价格一路走好的

人、货运源头单位和道路运输企业实施
追踪倒查，落实“一超四罚”，并适时针
对重点区域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该项
行动主要分为严打严重违法超限超载
行为、落实“一超四罚”相关要求、整治
恶意逃避处罚违规行为、彻查治超领域
涉黑涉恶线索、整治联合执法违法违规
乱象、建立健全治理长效长治制度机制
六个方面。
省公安厅和省交通运输厅提出明
确要求，严格按照治超联合执法“十不
准”纪律要求，严格落实联合执法工作流
程，坚决打击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发现
违法违纪、涉黑涉恶的，按规定移交相关
部门依法处理。

南乐县

本报讯（记者杨青）5 月 15 日，河南
移动在郑州召开 5G 客户超 300 万暨河南
省综合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发布会，展
示河南移动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发
展成果。
“河南移动抢抓机遇，在相关主管部
门和各位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把加
快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作为关键切
入点，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提能力，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河
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介绍，从 0 到破万，
河南移动积极顺应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趋
势，携手产业合作伙伴，推进“5G+”计划，

□本报记者 康巍 通讯员 刘世良

了书包、文具、体育器械，还为孩子们上
音乐课，
为扶贫干部进行心理疏导。
谈到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学院常
务副院长高如民说：
“充分发挥人才、科
技和教育的优势，助力脱贫攻坚，这是
学院的社会责任，也是教育者的使命担
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希
望能够大手拉小手，帮助孩子们坚定理
想、刻苦学习、乐观向上、自立自强，成
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音乐和歌唱能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和希望，能够和大学老师一起上音乐
课，相信他们会终生难忘。”南曹乡党委
书记杨小保说。 （徐楠 李世鹏）

我省清剿
“百吨王”
在行动

成立物业企业党支部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高森）5
月 14 日上午，南阳市宛城区物业行业委
员会首个物业企业党支部——南阳尚城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成立。
宛城区物业行业党委、区住建局房产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全程监督指导支部委
员会的选举成立过程。南阳尚城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8 名党员参加成立大会并投
票，通过差额选举，选出支部委员 3 名。
该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两新组
织，尚城物业将积极响应党加强基层党建
工作的号召，在宛城区物业行业党委的直
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建工作与
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有机结合，助力社区和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推进“红色物业”建
设，通过积极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
事”，把物业服务企业打造成党联系群众
的工作平台，把物业从业人员中的党员打
造成为服务群众的工作队，使“红色物业”
服务成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服务能力
现代化水平的有效抓手，不断提升社区居
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开展教育扶贫活动

经济形势，德润牧业在抓大放小的同时，
紧跟市场行情调整母猪存储量，适时出售
仔猪，有效缓解生产车间的占有率，做到
生猪育肥与仔猪销售两不误。王志均一
大早就坐在生产车间监控主机前，查看每
一头母猪的生产生活情况，守住源头就是
牢牢牵住了“八戒经济”的“牛鼻子”。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志智双扶是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动力源泉，只有充
分发挥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才能把移民精
神和初心使命有机结合。德润牧业拿出
6000 元，购买保温瓶、电饭锅、毛巾、肥
皂、雨伞等生活用品，为向阳村建起了初
心屋。激励村民积极向上，争当好媳妇、
好公婆、卫生先进户、道德模范户、脱贫攻
坚模范户等，不仅为评选活动提供物质奖

励，而且有力营造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
在向阳村村部前面的丁韩路上，刘国
民指着远方的猪场乐呵呵地说：
“ 想着当
初移民到这里，转换来的生活方式，无非
还是面朝黑地背朝天的劳作场景，随着
移民政策的进一步倾斜，现在不仅有地
种有饭吃，还能办产业增加集体收入。
想不到从库区到黑土地，幸福生活还是
像花一样红。”
刘国民是向阳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在
回想起库区的当年生活，淅川山区交通很
不方便，与丹江库区一片碧水为伴，家里
仅靠捕鱼和薄地为生，日子就那么简单而
紧巴。
向阳村位于该镇政府所在地东北 2

公里处，全村人口 440 户 1872 人，11 个村
民小组，2 个自然村，耕地面积 2620 亩，人
均耕地 1.4 亩，目前主要产业是养猪、大棚
蔬菜及农作物种植。如今的向阳人美滋
滋地生活、美滋滋地分享着党的惠民政
策，大家伙的用水、灌溉都不用出电费，每
人每年年终还有 100 多元的分红。
向阳村的村民们看着强劲的“八戒经
济”，瞅着一车车生猪的外运，脸上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德润牧业的入驻和牧原
公司的合作意向，有效地促进了移民村
的后续经济发展，稳定受益是村民安居
乐业的最美支点。刘国民信心满怀地期
盼：
“ 相信我们移民村的美好生活一年一
小变，三年一大变，迈着更好的步伐，走向
诗和远方。”

“三推三评三严”发展党员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张会
宁 肖亚冰）5 月 15 日，记者自南乐县委
组织部获知，南乐县探索实行发展党员
“三推三评三严”工作法，着力拓宽发展
渠道、把好评审关口、确保公开透明，提
升党员发展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打破农村党员队伍“家族圈、亲属链”。
“三推”即通过党员推荐、群众代表
推荐、群团组织推优三种方式确定入党
积极分子。对于由党员推荐的入党申请
人，还须进行群众代表或单位职工会议
推荐，保证党员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针
对不符合条件或程序确定的入党积极分
子，基层党委不予承认，营造“举贤不举
亲”的良好氛围。
“ 三评”即执行党员评
议、群众代表评议、基层党委评审三项程
序确定发展对象，把好评审关口。严格
按照培养、考察时限要求，分别召开党员

大会和群众代表会议，对入党积极分子
的入党动机、德才表现、群众认可度等情
况进行现场评议。
“三严”即实行发展党
员全程严记实、严公示、严追责，确保公
开透明。坚持“一人一档、一事一记、一
步一审”，填写《发展党员全程记实表》，
对每个环节、每个步骤进行详细记录。
严格过程公示，明确各阶段公示的内容、
范围、方式、期限，经公示发现有实质性
问题的，立即终止发展程序，属于违规发
展党员的，按照“谁介绍谁负责、谁培养
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
的原则，
依纪依规严肃追责。
去年以来，南乐县共发展党员 429
名，35 岁以下的 237 名，占 55.24%，大
专以上学历的 192 名，占 44.76%；89 名
入党积极分子被取消资格，党员队伍结
构得到优化。

安阳市殷都区纪委监委

督查农村“三资”保护集体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孙瑞兰 陈莉莉 记
者秦名芳）近期，安阳市殷都区纪委监
委把“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当作事
关全局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解决这个
民生的痛点、基层治理的难点。
针对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账目
混乱问题，安阳市殷都区纪委监委明确
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具体抓此项工
作，出台《村级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
治活动方案》等文件，理顺了职能、明确
了职责、分解了任务、规定了时限及要
求，多次召开“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
专题推进会议，督促指导各乡办制订出
台了“三资”清查工作方案，设立了清产
核资办公室，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安阳市殷都区纪委监委成立“三资
清查”专项督导小组，按照督导方案要
求，保持高压态势，加大督导检查频次，
每周对三个乡镇进行督导检查，对检查
出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每月在全
区对督导情况进行通报，倒逼压力传
导。将“三资”清查纳入巡察工作重点，
规范了村级事务公开，严格了“三资”的
管理，保障了村级事项公平公开公正。
截至5月15日，
安阳市殷都区
“三资”
清查应收回长期占用集体资产资金 1.49
亿元，
应收回长期拒不缴纳承包费8382.5
万元，
两项合计2.3亿元，
已收回2.2亿元，
清收比例达到 94%，全区 304 个村、社区
已完成
“三资”
清理公示301个。

汝州市

“五个统领”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庄跃 化 面 积 70 万 亩 ，新 增 城 市 水 域 面 积
跃 刘亚飞 刚鑫雨）5 月 11 日，河南省文 9600 多亩。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县域经
化旅游大会上通报表彰了一批全域旅 济百强县、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游示范区、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区、文 市，实现了从“半城煤灰半城土”资源型
化旅游先进企业。其中，汝州市荣获省 城市到“宜居宜游宜业”旅游型城市的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是全省 10 个获此殊 转变，走出了一条全域旅游统筹下从
荣的县（市、区）之一，平顶山市唯一。
“突围到领跑”的“汝州转型发展之路”。
据介绍，近年来，汝州市坚持以创
截至目前，该市打造单体旅游资源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统领，以建设山水 852 个，A 级景区 10 家；省级生态旅游
宜居绿城为目标，发挥以全域旅游为核 示范镇 2 家、特色旅游示范村 3 家，乡村
心的“五个统领”作用，以党建统领全域 旅游经营单位 20 家、乡村旅游扶贫示范
旅游，以全域旅游统领产业转型、
“百城 户 8 家 。 2019 年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提质”、生态建设、厕所革命，先后引进 483.18 万人次，全年旅游收入 7.84 亿
78 个文旅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新增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