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
19日
星期二 总第430期

5

编辑 董 娜
E-mail:dongna4689@126.com

民生 速 览速 览

民生 众 议众 议民生 关 注关 注

生活 服 务服 务

商丘市文明办
商丘日报社

联办

MM
IN

S
H

E
N

G
Z

H
O

U
K

A
N

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
财政厅获悉，《河南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
施办法（试行）》现已印发。办法规定：自 2019
年起到2020年年底，河南每年培训企业新型学徒2
万人以上，自 2021年起，每年培训学徒 3万人以
上。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补贴，中
级工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每人每年6000元。

据悉，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按照政府引导、企业
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
体”的模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
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
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新型学徒培养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人员，以及应用新技
术、新设备、新工艺的从业人员。学徒培养目标以
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
期限方面，中级工通常为 1 年，高级工通常为 2
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

据介绍，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
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按照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约
定，向培训机构支付学徒培训费用，所需资金从企业职工
教育经费中列支。

根据办法，河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资
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补贴标准按照中级工每人每年
5000元，高级工每人每年 6000元执行。企业新型学徒培
训实际支出低于5000元的，据实申请补贴。

河南：企业培养新型学徒可获补贴
补贴标准：中级工每人每年 5000 元，

高级工每人每年6000元

“12326”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话日前正式开通。今
后，旅客在乘机出行过程中向航空公司、机场投诉后，如
果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就可以拨打“12326”民航服务质
量监督电话进行反映。

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表示，“12326”民航服务质量监
督电话以原有的民航投诉电话为基础，主要功能是督促航
空公司和机场等妥善处理旅客投诉，“12326”电话不是航
空公司和机场投诉电话的替代者，而是监督者，航空公司
和机场的投诉电话仍是消费者投诉的第一渠道。“12326”
开通后，航空公司、机场等相关企业要继续履行好“首问
责任制”，认真对待旅客投诉，耐心细致解释、合法合理
解决。 （本栏文章均据新华社）

“12326”民航服务质量
监督电话正式开通

全国校园食堂“明厨亮灶”要达到
70%，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召开全
国校园食堂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传递出的
信息。如果把全国校园食堂“明厨亮灶”
的比例达到70%作为加强校园食堂安全管理
的工作之一来落实，当然无可厚非，但是
反过来说，校园食堂安全不能完全寄托在

“明厨亮灶”上。所谓“明厨亮灶”，就是
通过对饭店、酒楼、食堂的后厨进行设计
改造，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让后厨
工作人员的各项操作能够被外界，尤其是
消费者所看见。还有就是通过安装视频设
备，把后厨的情况通过大屏幕呈现在消费
者面前。

“明厨亮灶”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提高
信息透明度、引入外部监督的方式来倒逼
餐饮企业或单位重视食品安全，赢得消费
者的信赖。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
们也要看到，再透明的厨房，再清晰的视
频，也存在视线和监控的死角，也就意味
着不可能完全杜绝食品安全问题。举个例
子说，如果有餐厅使用地沟油，消费者通
过厨房的玻璃或视频监控能够发现吗？再
比如说，有了“明厨亮灶”，学校食堂的承
包者会明目张胆地把严重发霉变质的食物
摆在操作台上供学生和家长观看吗？

要想真正保证校园食堂的健康安全，
可以借力“明厨亮灶”但不能完全依赖

“明厨亮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内部“吹哨人”制度，
鼓励校园食堂的内部工作人员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积极
举报食堂内存在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毕竟，这些工作人
员自己也有孩子在上学，保障他人孩子的饮食安全和健
康，就是保障自己孩子的饮食安全和健康。其二，引入和
完善外部监督，尤其是家长监督机制。在不影响学校食堂
正常运营和卫生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允许遴选出的家长不
定期不打招呼对学校食堂进行突击检查，以便发现问题，
保障安全，也倒逼食堂经营者注意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可以说，只有把这两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校园食堂
安全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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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赵晗宇）“要不是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给俺主持公道，让俺拿到了拖欠我的工资
和经济补偿，到现在俺也不知道该咋弄嘞！”3月 18日，
在民权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公司工作的 26岁青年申西宁
激动地说。

据了解，今年春节刚过，民权县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接到了申西宁提交的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某公
司支付其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当日仲裁委立案受理，7
天内公开开庭审理并审理终结，并于 3月 7日送达裁决
书，该案仅在 12个工作日内办结。这是该县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辟绿色通道以来，快速解决的劳动争议典型案
件，比普通案件审理时限缩短了33天。

据悉，民权县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自
2018年被商丘市青年联合会评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以来，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青少年
设立“优化环节 优先立案”的办案绿色通道，做到快裁
快审快结，简化办案程序，明确服务对象，为营造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民权县

劳动仲裁助农民工讨薪维权

3月18日，博爱志愿者联合会在“商丘好人”主题公
园组织义诊活动，为前来游玩的市民测量血压、血糖，提
供健康咨询等。据了解，博爱志愿者联合会每周都会开展
义诊活动，希望通过此活动激励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弘
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新时代
医疗卫生职业精神。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日前，全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召开，这是省医疗
保障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省性工作会议。会上发放
了诸多医保“民生红包”，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

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提高5%

“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省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这是我省公布的民生实事，也是医保的重点
工作。省医保局将根据要求出台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
销比例政策，对全省80岁及以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居民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其报销比例
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提高 5个百分点。具体是：在出院
当日已经80岁的参保居民在基本医保的各费用段报销
比例均在其他参保居民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 5个百分
点。比如：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规定，在二级医院
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高于 3000元的报销比例
是75%，那么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报销比例是80%。

医保将继续发挥兜底作用，做好扶贫工作，在全
面落实各项医保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完善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政策，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适当拓展救助
范围，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持续强化承办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风险分担
责任。

更多“救命药”纳入医保

会上透露，我省要全面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
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规范按病种付费病
种，扩大按病种付费范围，打好“组合拳”。

药价虚高问题一直是群众看病贵的痛点，今年我
省将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通过建立健
全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结合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强化价格、医保、采购等政策的衔接，推
动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实施短缺药品清单管
理制度，采取供需对接、协商调剂、市场撮合等措施
统筹解决药品短缺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用得上药、用
得起药。

住院费复审率不低于5%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绝不能让医
保成为新的‘唐僧肉’。”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医保基金支出压力显著增
加，今后要持续加强监管，堵塞漏洞，依法严肃查处
各种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对骗保行为“零容忍”。

今年，我省将创新监管方式，逐步实现统筹地区
智能监控全覆盖，用互联网、大数据提高审核的效率
和准确率。“逐步实现定点医药机构申报费用初审率
100%，对复审住院费用的抽查比例不低于 5%。”省医
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我
省将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管，制定举报医疗违规行为
奖励实施办法，落实奖励措施，发现骗保行为，将骗保者
列入失信“黑名单”，并联合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报销流程再精简

以前，要办理医保报销，先是医生签字后，再到
医院相关部门盖章，然后再跑到医保中心的医保窗口

去盖章，来回跑很浪费时间。如今，大力实施“互联
网+医保”，通过网上经办服务平台，让群众少跑路，
甚至不跑路。

今年，我省将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焦点、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对标国家标准，加快推进标
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对医保大数据的管理和应用，
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和
医疗救助四项政策“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
制结算”，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
料，特别是一些“奇葩”证明，简化审批和签订协议
程序，优化定点机构结算方式，不断改善服务质量。
继续抓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落实“三个一批”
（简化备案纳入一批，补充证明再纳入一批，便捷服务
帮助一批）要求，简化备案手续，拓宽备案渠道，加
强就医地管理，引导形成合理的异地就医秩序。

（本报综合《河南日报》、大河网）

本报讯（记者 祁博）虽然从体感上来讲，春天似
乎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到本周
四，今年的春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本周，我市的气温
将先升后降。周二，我市最高气温或将达到23℃，可
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春季温度。但是从周三开始，受到

阴雨天气影响，我市气温将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
不大。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多云转中雨，23℃/
11℃ ；星期三，小雨转多云，18℃/8℃；星期四，阴转多
云，15℃/3℃；星期五，多云，13℃/2℃；星期六，
多云转阴，16℃/4℃；星期日，阴转多云，16℃/6℃。

本周四，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春
分的到来，表示春天已经过去一半。春分过后，白昼
的时间将开始长于夜晚。春分期间仍不时会有寒流侵
袭，天气变化较大，雨水较多，甚至阴雨连绵。此
时，要注意添减衣被，尤其是老人及小孩，抵抗力
差，容易患感冒或风疹等传染病，更应注意适时添减
衣被，可以多晒太阳，以利驱散寒邪。

周前高温 周四春分

◀3 月 18 日，多台大型
挖掘机同时在黄河路南侧的
东沙河进行河道清淤作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东沙河
（黄河路至广安路段）河道生
态原位修复治理工程正在加
紧施工中，通过治理，东沙
河周边的环境将会得到进一
步提升，为市民提供更加优
良的休闲场所。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3 月 17 日，小朋友在
日月湖景区放风筝。当日，
我市迎来晴好天气，市民纷
纷来到公园绿地踏青赏花放
风筝，享受春日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提高5%，更多“救命药”纳入医保……我省医保发放“民生红包”

管好“救命钱” 用好“救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