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率先铺开新农合大病保险
!!!!!!

据新华社电 自今年
!"

月
!

日起!河

南省将全面开展新农合大病保险" 参合农

民在新农合报销后!年度自费累计
!#$

万元

以上可再获大病保险二次补偿! 且保险资

金由新农合基金支付!农民无须额外缴费"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通报 !继

%"!&

年以来河南省先后在郑州# 新乡#洛

阳等地开展试点后! 河南成为全国率先全

面开展新农合大病保险的省份" 这意味着

河南省已基本建立起农村居民重大疾病保

障机制!在为群众$看病贵%切实减负上迈

出了重要一步"

新政策同时惠及在河南省外住院的参

合患者"按照政策!这部分患者经新农合补

偿后其自付医疗费用的
'"(

视作合规自付

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补偿范围"为方便

这些患者报销! 相关部门要求承办的商业

保险机构要在各统筹地区设置至少一个服

务网点! 以确保患者能享受到新农合与大

病保险补偿$一站式%结算服务"

河南省新农合大病保险保障范围暂定

为新农合基本药物目录和基本诊疗项目目

录范围内的自付医疗费用" 超出这两个目

录的费用不纳入保障范围"同时!为了引导

常见病#多发病患者留在基层就诊!防止大

病保险开展后常见病#多发病的盲目转诊!

规定对即将开展的新农合定额补偿病种自

付医疗费用不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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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中心城区
+6

个乡!办"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交警!环卫每月也将排名"论高下#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这段时间! 穿梭在中心城区

的渣土车辆凡不挂牌#闯红灯#乱抛洒都将

面临严管重罚! 很多沿街既不卖报也不卖

早点的占道报亭和早餐车也将全部面临取

缔"参照中心城区
+6

个乡&办'每月城市管

理综合考评办法! 我市环卫和交警部门从

下月起每月也要进行考核打分排名" 为了

更好地治理种种交通乱象! 保持环境卫生

整洁不反弹!

2

月
7

日下午! 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陈锋出席了城市管理座谈会! 并详

细听取
1

个区分管负责人# 公安交警及环

卫部门近期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

据市城管委和
1

区城管相关负责人介

绍! 由川汇区筹建的滨河路宠物市场用地

和选址等前期工作已经完成! 待拆除违章

建筑后即时动工(中心城区的
85

个违规报

亭现拆掉两家! 市城管委已下达通知书并

交由邮政部门自行整改并拆除! 限期内未

整改的!市城管局将全部予以拆除(为解决

五一路占道严重和大量生活垃圾无处倾倒

的问题! 市经济开发区将在五一路菜市场

附近建设一个停车场#一座$联体式%公厕

和一座垃圾中转站"

据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段

时间! 他们重点对渣土车辆开展了专项整

治行动!严厉查处不悬挂车牌#闯红灯#超

速#横冲直撞的运输渣土的重型货车!现已

查扣数辆违法渣土车! 对有关司机作出了

驾驶证扣
+,

分#罚款
,444

元的处罚决定"

另外!他们还查获闯红灯#上快车道等违规

三轮车累计
644

多辆!说服教育
144

多人"

听完有关部门的汇报! 陈锋指出!今

后! 市城管委要对渣土车辆的通行时间等

出台相关规定!车辆一旦抛洒沙石!要由施

工企业自行及时清理干净( 各区各部门要

继续抓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两小%

市场#公厕和垃圾中转站的建设步伐(中心

城区街道路灯本月底要进行全面专项普

查!确保路灯亮灯率达
869

以上(针对报亭

和早餐车等占道设施的专项整治行动!截

至本月底! 川汇区要集中整治两条主要街

道!市经济开发区要集中整治一条街道!要

逐条街道推进!要克服畏难情绪!不达目标

绝不收手"

据悉!为调动广大干警积极性!市交警

支队决定效仿中心城区
+6

个乡&办'城市

管理综合考评办法! 把
-

个交巡警大队纳

入每月综合考核! 考核内容和标准由市交

警支队出台细则! 每月评选出两个先进大

队并进行现金奖励" 年底综合排名倒数第

一的! 交警大队长和指导员双双调离工作

岗位!并不得提拔重用"针对中心城区春季

环境卫生整治反弹现象严重一事!

1

区和

市环卫处也将就环境卫生情况每月进行考

核评比!考核方案本月底出台!

8

月份开始

试行! 年底由市城管委拿出专项奖金进行

奖励" 从明年开始!根据考核评估情况!逐

步调整完善考核方案!年底严格兑现奖惩"

心系鲁甸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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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办#

!!!!!!

本报综合消息
2

月
7

日!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

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这十条)暂行规

定*!微信等即时通信将实行$后台实名制%!

此外!未经批准的公众账号不得发布#转载

时政类新闻" 业界将这一新规定称为$微信

十条%"

2

月
2

日!网信办副主任彭波表示!下

半年网信办将大力推动政务微信的力度!通

过下文件#下指标等形式!全面推动政务微

信公共账号的设立"

2

月
2

日!国家网信办召开了$积极运用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社会% 的座谈会" 会议邀

请了地方网信办#政务公号代表#传统媒体

公号代表#即时通信工具企业负责人以及自

媒体公号代表等参加!就即时通信工具未来

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就新发布

的$微信十条%做了进一步解读"

全面推动政务微信公共账号的设立

相对于微博等网络平台来讲!即时通信

工具平台上的谣言危害要更大一些" 彭波指

出!由于微博是个公开的环境!有造谣的人!

也有辟谣的人" 大家在开放的环境下!对于

谣言有着平衡的力量! 有舆论场净化的功

能"

$然而!对于即时通信工具平台来说!它

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谣言是在一个封闭的圈

子里传播!即使有辟谣的信息也很难有效的

传播出去" %彭波表示!在像微博这样的开放

环境中!由于彼此不相识!用户对信息的信

任度是有限的" 而像微信一类的朋友圈!是

熟人的圈子!有很强的可信度!在这种环境

中的谣言很容易被人接受" 对于这个角度来

说!谣言的危害更大"

因此!我们如何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中

间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辟谣机制!这是个重大

的课题! 在落实新规时! 这个课题必须要

$破%" 同样的!如何让谣言在及时通信工具

中减少传播!也是重要的课题"

彭波指出!目前!中国的政务微博的公

共账号已经达到了
,6

万! 而政务微信公共

账号仅有
-:::

"下半年网信办将大力推动政

务微信的力度!通过下文件#下指标等形式!

全面推动政务微信公共账号的设立"

!微信十条"打击#限制互联网企业的说法属

无稽之谈

过去
,:

年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绩! 中国互联网在世界的地位仅次于美国"

虽然在核心技术掌握方面我们还存在差距!

但在互联网的应用层面! 中国已然超过美

国"

据彭波介绍!政府一直支持即时通信工

具平台的发展!希望它能够做大做强!这也

是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 有舆论认为新规定

是在打击#限制互联网企业!这是无稽之谈"

多年来! 互联网企业能得到迅速的发展!靠

的就是国家#民族的意志"

$国家大力支持民族互联网企业的发

展!也是站在了全球竞争格局的高度" %彭波

表示!$可以说! 中国在国际互联网中的地

位!与我们拥有多少互联网企业成正比" 从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互

联网产业是否强大息息相关" %

彭波表示!互联网产业会提升中国经济

的品质! 会提升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换代最本质的要素"

他还指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定是要

形成自己的阵营!这也是中国梦的在互联网

行业的体现"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关乎国家与

民族的利益!政府坚定支持中国互联网企业

走向国际"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已进入
,.:

时

代"

$关于本次出台)规定*的背景及更多详

细内容!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彭

波!将在本周日晚
,+066

做客央视)对话*节

目!进行独家解读" %

$邢若宸%

广汽丰田周口 1;店
向鲁甸灾区捐款 +.+28+万元

!

晚报记者 张擘 文
!

图

本报讯 近日发生的云南鲁甸地

震!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2

月
2

日!广

汽丰田周口
1;

店举行了向云南鲁甸

地震灾区捐款活动!

6:

余名员工共捐

款
+.+28+

万元! 善款将通过周口市慈

善总会尽快汇至鲁甸灾区"

当日
+-

时许!记者在广汽丰田周

口
1;

店看到!

6:

余名员工排着整齐的

队伍!依次将钱投入捐款箱!如图"" 捐

款活动结束后! 员工们还在一条写有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与鲁甸人

民心连心%的横幅上集体签名!并高举

横幅共同高呼$鲁甸加油+ %

广汽丰田周口
1;

店总经理张录

峰介绍! 虽然他们对云南鲁甸这个地

方很陌生! 虽然他们跟灾区群众隔着

千山万水! 但灾区群众的生活牵动着

他们全体员工的心! 希望他们的爱心

能够帮助灾区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我

们不仅为鲁甸灾区进行了捐款! 同时

还捐赠了一批物资! 这批物资很快就

会通过周口市慈善总会送往灾区" %

漯周界高速公路公司
向鲁甸灾区捐款 5.-万元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2

月
2

日! 漯周界高速公

路公司为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组织捐

款!全体员工共捐款
5.-

万元!这些捐款

将通过有关部门及时送往鲁甸灾区"

2

月
5

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
-.6

级地震!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

牵动着漯周界高速公路公司全体员工

的心"

2

月
2

日!在漯周界高速公路公

司举行的捐款仪式上! 全体员工用默

哀
+

分钟的方式缅怀在地震中不幸遇

难的同胞"在公司领导班子的带动下!

全体员工共捐款
5.-

万元" 据了解!这

笔捐款将通过有关部门及时送往鲁甸

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