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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9月28日电 记者
从河南省政府获悉，这个省将着
力推进健康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今年启动建设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 100个以上、智慧养老
示范社区50个。到2020年，城市
社区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初步形成“15分钟城市社区养老
服务圈”。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
《河南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转型发
展方案》，提出推动各地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养老综合服务设施建设、运营
和管理，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需
求。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
式，拓展日间照料中心功能，推
动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转变，提
供短期托养、康复护理、精神慰
藉、文化娱乐等服务。

方案提出，2017年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覆盖全省 50%以上的城
市社区；到 2020年，新建居民住
宅区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实现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
此外，河南省还将大力推动

医 养 结 合 发 展 ， 要 求 每 个 县
（市、区）今年至少有 1所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护理
型床位占当地养老床位的比例达
到 10%；2020年，所有养老机构
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
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每个省辖
市建成 1 个以上大型医养联合
体，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床位
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

本报讯 27日，由省委网信
办和省扶贫办主办的 2017“网上
看河南”采风活动莅临我市虞城
县的乡村和企业进行采访，来自
全国各地网络媒体的 68名采风
团成员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全面解
读了我市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及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显
著成效。

据悉，这次采风活动以“喜迎
十九大，网聚河南扶贫新变化”为
主题，重点展示河南省在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中
取得的新成就。据介绍，“网上看
河南”采风活动自 2002年以来，
已成功举办十三届，成为我省对
外宣传的一张重要名片。

昨日，来自全国各地网络媒
体的68名采风团成员，深入我市
虞城县田庙乡、利民镇、稍岗镇的
农村和企业，通过实地考察、现场
采访，宣传我市在产业扶贫、精准
扶贫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全面展
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作为、
新变化。

在虞城县田庙乡后刘村，采
风团成员实地采访了该村民营
企业香玫园。“家里还有五六亩
地，农忙时就在家种地。农闲
就来厂里上班了。”在玫瑰酒厂
里，43 岁的村民刘莲涛对采风
团说。采风团第二站来到利民
镇蔡庄村。蔡庄村包括 5 个自
然村，共 247户、1073人，其中贫
困户 75 户、198 人，2014 年至
2016年，共脱贫 37户、127人，目
前还有未脱贫38户、71人。驻村
第一书记葛艳丽现任县人民医
院创伤外科护士长。近年来，该
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施

“一对一医疗帮扶”，建设植桑养
蚕到户增收项目，坚持党建统
领，紧抓扶贫车间建设，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最后，采风团成员来到稍岗
镇韦店集村，大家兴致勃勃地采
访了韦店集村精准扶贫车间。采
访团成员对当地政府在精准扶贫
方面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全国网络媒体看河南
我市精准扶贫新变化受称赞

河南今年启动建设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00个以上

本报新疆讯 本报关注赴新
疆采棉工采访组进入新疆以来，
先后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
尔勒市轮台县、阿克苏市沙雅县
采访，深入棉区和采棉工一起早
出晚归，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与
采棉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承
诺。连日来，由于采访紧张，连
夜赶写稿件，睡个囫囵觉已成为
记者的一个奢望。

24日，采访组经过两个昼夜
的颠簸到达库尔勒市轮台县草
湖乡山窑子村棉区后，已经是深
夜11时许。而这个时候，先前来
到的采棉工还在紧张地为棉花
过磅、装车。直到次日凌晨 1时
许，记者才得以在民工宿舍休
息。次日凌晨 5时，记者起来对
早起为采棉工做饭的主家拍照
采访，6时许又随采棉工下田劳
动。

为了给晚报读者一个了解
赴新疆采棉工的平台，让读者详
细、细致、全方位了解采棉工的
生活和劳作状况，在紧张的采访
中，记者在轮台县、沙雅县分别
用一天的时间跟随采棉工同吃
同住同劳动。记者早上6点到田
间体验、采访，中午在棉田的背
风处和采棉工一起吃饭，晚上 9
点半，才和采棉工一起收工，深
夜时分住进采棉工宿舍。但由

于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和劳作
紧张的缘故，通常深夜零时许才
能忙完。当采棉工进入梦乡后，
记者又开始利用静谧的环境写
稿。一个特稿写下来，往往在次
日凌晨 3时半左右，零时 6时许，
又起床采访了。

连日来的采访、写稿，记者
每天睡觉不足 3个小时。后来，
以致记者的进食、精神受到影响，
走路摇摇晃晃，甚至出现耳鸣、头
晕、呕吐等症状。当采棉工和种
棉大户看到家乡的记者真的跟随
采棉工早出晚归“同吃同吃同劳
动”时，由衷地钦佩晚报记者的敬
业精神，纷纷称赞。

26日一早，当得知记者在轮
台县的采访告一段落要去下一
个棉区采访时，采棉工纷纷送记
者上路。临别时，采棉工大姐和
种棉大户大哥握住记者的手感
动地说：“你们干记者的真的不
容易！”

采棉工宿舍内、列车上、宾
馆内，记者坚持每天写稿子，及
时想办法将稿子发回报社。每
当夜晚躺在床上时，记者虽然疲
惫不堪，但也不能马上入睡，因
为要构思明天的采访角度、写作
内容。美美睡上一觉，对记者来
说，的确是一个奢望。

晚报特派记者 成绍峰

睡个囫囵觉成为记者的一个奢望

新华社上海9月28日电 今年
的国庆“黄金周”正好“撞”上了农
历的中秋节，连休8天，劳动者的加
班费计算也有了新变化。如果8天
长假都加班，单位又没有安排补休
的，上海的劳动者最少应该拿到
2115元加班费，创下黄金周加班费

“新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10月1
日至 8日放假调休共 8天。其中，
10月1日到3日为国庆节法定节假
日，4日为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根据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10

月1日到4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
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
小时工资的 300%另行支付加班工
资；10月 5日到 8日期间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可以选择给劳
动者安排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
如果不给补休，则应当按照不低于
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
支付加班工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日工资按平
均每月计薪天数 21.75天折算，小
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除
以8小时。在确定加班工资的计算
基数时，劳动合同对工资有明确约

定的，按不低于劳动者所在岗位相
对应的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
对工资没有明确约定的，按集体合
同约定执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无任何约定的，按劳动者本人所在
岗位正常出勤月工资收入的 70%
确定。

按照今年 4月 1日起上海执行
的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计算，劳
动者在 10月 1日到 4日当天加班，
每天的加班工资至少有317元。如
果中秋国庆 8天长假都加班，单位
又没有安排补休的，应该最少拿到
2115元加班费。

中秋国庆连休8天
你的加班费有了新变化

新华社西安9月28日电 记者
27日在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召开
的全国农村危房改造培训暨加固
改造现场会上了解到，为实现中
央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总体目标中“住房安全有保障”
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农村
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力度，确保
2020年前完成 430万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据了解，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实施 9年来，我国建立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
有力推动了相关工作进展。住建
部成立了农房建设专家组，在各
地开展了巡回指导和检查，并建
立了技术指导和信息交流平台，
已经指导完成 10660套加固改造
示范房建设。从各地经验看，户
均改造成本只有 1万元左右，工
期仅需1至2周，既不改变房屋面
积，也不对先前的装修造成大的
破坏，深受群众欢迎。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
晖说，为确保 2020年前完成 430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类重点

对象危房改造目标，各地要按照
住建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出台的 《关于加强和完善建档
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
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 要求，
完善危房改造对象的认定标准和
程序，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减轻深
度贫困户负担，同时加强工作过
程管理，防止改造过程中出现补
助资金拨付不及时、挤占挪用和
滞留等违规行为。在改造过程
中 还 要 保 障 基 本 环 境 卫 生 条
件、同步提升农房功能，提高农
户满意度。

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农村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力度

2020年前完成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本报讯 9月 28日，经过数月
的筹备和试营业，郑州银行民权支
行具备了完善的服务体系、高质量
的服务水平，在社会各界的共同见
证下正式盛大开业。这是郑州银
行深耕县域市场，助力区域经济发
展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郑州银行
与民权县人民政府、企业友好合
作、共促共赢的又一硕果。

当天上午，郑州银行商丘分
行、民权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签约
暨民权支行揭牌仪式举办得简单
而不失隆重。仪式上，郑州银行
分别与民权县人民政府、国电民
权发电有限公司、民权县发展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商丘
市政府金融办、商丘银监分局、
民权县委、县政府等相关领导共
同为民权支行揭牌，标志着郑州
银行正式入驻民权，开始为民权
县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郑州银行商丘分行行长李怀
斌在讲话中提出，民权支行成立
后，要坚持市场定位，扎根民权、立
足乡镇、面向农村，做到用心服务
政府、用心服务企业、用心服务居
民，积极支持民权县经济社会发
展，为百姓和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快捷的金融服务，实现共赢。

据悉，郑州银行商丘分行自
2014 年成立以来，秉承“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根植商
丘，共赢未来”为发展目标，积极
融入到支持商丘经济社会中心
工作中去，已累计向全市投放各
类资金近 90亿元，支持了一批重
点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并先后
荣获“2016年度金融工作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郑州银行民权
支行的开业将为民权县金融业
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对民权
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本报记者 张雅静

立足县域 和谐共赢
郑州银行民权支行正式揭牌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