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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策划!论道周口"再次受到#点名表扬$

!

晚报记者 李伟 文
!

图

本报讯
+4

月
,4

日至
,5

日!河南省委

宣传部新闻阅评组 "以下简称省新闻阅评

组#一行
+6

人莅周 !对 $周口日报 %进行集

中阅评&其间召开的阅评会上!阅评员们逐

一发言!充分肯定了$周口日报%办报质量!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图"& 就媒体发

展新方向'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等当

下热门话题!阅评员们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每年固定时间对地市级党报进行现

场集中阅评 !是省新闻阅评组的 (规定动

作 )& 尽管阅评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对各地

报纸进行阅评 ! 但这次由省委宣传部原

副巡视员杨建带队的阅评组莅周后 !阅

评员们又集中调看了近期 $周口日报%!使

阅评会上的发言显得更加中肯且富有针对

性&

阅评员们对$周口日报%的肯定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舆论导向把握准确+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强+新闻策划有力度'

有深度+新闻栏目开设有特色 '有亮点 +新

闻评论有分量 '有气势 +新闻版面很轻巧 '

很大气& 意见和建议也提了不少!比如应加

强图片新闻报道' 强化舆论监督的回应追

踪'注重与读者的沟通与互动'多做服务性

新闻等等&

虽然是集中阅评 $周口日报 %!几位阅

评员还对$周口晚报 %进行了点评 !并再次

表扬了$周口晚报%今年做的$论道周口%等

几个大型新闻策划,之前!$河南新闻阅评%

已专门撰文称赞#& 鼓励晚报再接再厉!再

上新台阶&

阅评会上!杨建还传达了中央'省委有

关新闻宣传工作的最新精神! 阅评员们还

和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与会人员一起围绕媒

体发展新方向'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

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周口报业传媒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口日报社社长李柏

森和集团党委班子成员! 各采编科室负责

人一起参加阅评会&

李小桥村!

农作物套种"套#出钱粮双增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我们以前种单一农作物!收

入非常低& 自从我们村开始实行农作物套

种! 村里每家每户的收入都翻了一倍!这

与市地税局对我们的帮扶是分不开的& )

说起村里的变化!太康县王集乡李小桥行

政村村民赞不绝口&

李小桥行政村下辖
7

个自然村!村容

村貌差!经济比较落后& 摸清了李小桥行

政村各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后!市地税局

帮扶工作队很快明确了帮扶工作思路!确

立了帮扶项目!通过协调相关部门!争取

来专项资金为村里修路!解决了村里环境

脏乱差的问题&

在李小桥行政村村头!村民郑明君一

边为田地里套种的大蒜铺设地膜!一边和

记者聊着天*(我这两亩地!秋忙过后是小

麦和大蒜套种!夏忙过后是西瓜和玉米套

种!可别小看这一亩地!每年能有
1444

多

元的收入呢- )以前!郑明君只种小麦和玉

米!每年每亩地的效益只有
,444

元钱!自

从市地税局帮扶工作队请来农业专家教

会农作物套种技术后!郑明君的种地收入

翻了一番&

李小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为敬告

诉记者! 市地税局帮扶工作队不仅帮助

他们村引进了农作物套种技术! 还帮着

修建了一条两公里长 '

586

米宽的道路 !

并争取资金
1

万元! 购置了垃圾箱和环

卫车辆!解决了全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我们村里现在人均收入提高了!村里环

境改善了! 这让村民对致富奔小康充满

了信心- )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市地税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会继续谋划明年的帮扶工

作!组织党组成员深入乡村与干群代表就

农村工作重点'难点及群众最关心的热点

问题开展调研!并根据扶贫对象的特点和

致贫原因!实施区别扶持!采取项目到户'

产业带动'技能培训'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等多种形式!使广大村民迅速脱贫致富&

漫画口袋书宣传信访"接地气$

样式新颖 图文并茂 便于携带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4

月
,5

日上午! 在市人民来

访接待中心!仔细阅读过$信访知识漫画%

的商水居民苏女士说*(这些口袋书像小人

书一样便于保存'翻阅!让我们懂得了如何

正确上访'以什么形式上访等信访知识& )

近日!我市市委群众工作部,信访局#

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编绘了$信访知识漫

画%口袋书宣传信访知识!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据悉!$信访知识漫画%口袋书有两个

版本&面向基层群众发放的版本有
1

个部

分!分别为信访初访篇'受理督办篇'复查

复核篇'信访秩序篇& 信访初访篇向群众

介绍了信访人如何上访 ' 以什么形式上

访!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制和政府工

作部门受理和不受理的范围+受理督办篇

介绍了信访事项受理后办理程序 ' 办结

时限'督查督办等知识+复查复核篇介绍

了复查复核的条件'如何进行复查复核 +

信访秩序篇告诉群众如何规范信访行

为!如何有理有序依法合理上访等知识 &

面对基层干部发放的版本则是在上述内

容的基础上增加了信访条例篇等内容 !

以期让基层干部能更好地了解 $信访条

例 %!做好信访工作 !真正成为党和政府

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结束语!

通过对
+4

家市直机关定点帮扶的村庄进行

走访#记者看到以前经济落后的贫困村里的$泥水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柏油路和水泥路& 各村村民都有了各自

的致富项目#腰包迅速鼓了起来&村里的学校也都焕然一新#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总之# 这些村庄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像这样的定点帮扶单位还有很多#他们

在帮助村民致富的同时# 也收获了村民的称赞和好评( 所以

说#和谐需要互助#扶贫脱困更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链条#只

有全社会携手#才能共筑走向和谐的坚实之路(

中国将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推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

本报综合消息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财

政部会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联合下

发$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

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

9

以下简称$通

知%

:

& $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支

持力度!切实解决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

等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推动实现基本养老

服务均等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养

老服务业发展&

民政部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 明确了发放高龄津贴'养

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为主要内容的老

年人福利政策!通过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

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将有效缓

解部分老年人的实际困难!形成多元化的

投入格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示

范效应!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建成覆盖广泛'内涵丰富 '衔接紧密

的老年人补贴制度!实现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服务类型日益丰富 !推动实现基本养

老服务均等化&

$通知%要求!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民

政部门'老龄工作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及

时制定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

贴制度的资金管理办法和具体实施方案!

明确具体补助项目'补助范围'补助标准'

资金筹集渠道' 申请条件和审查公示'发

放程序以及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已经出

台了相关补贴政策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

补助政策!强化资金管理 !不断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对补贴范围'补贴标准'补贴方

式和保障措施等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充分考虑财力状况自主决定& 要

坚持统筹兼顾'公开透明& 既要考虑高龄

和失能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又要做

好新出台的补贴政策与其他老年人社会

保障政策的衔接 ! 上述老年人的生活困

难!原则上通过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救助

制度等解决&

$通知%明确!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

匹配的原则!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

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经费由地方财政负

担& 各地财政部门应准确测算养老服务补

贴所需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