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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宁江东

10月11日，秋高气爽，沁阳
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贫困学生张
二冬、张月月来到沁阳市西向镇
义庄村的一处院子，当两位同学
看到院门口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
人时，赶紧跑过去拉住老人的手
说：“胡爷爷，谢谢您为我们发放
助学金，我们终于可以安心上学
啦！”

老人满头白发，由于患有脑
梗，表达不便，但当他得知学生
的来意时，眼睛湿润了，老人
说：“你们要努力学习，报效国
家，回报社会。”

这位老人名叫胡新荣，今年
76 岁，是沁阳市第一中学原校

长。这位老人在40年的教学生涯
中，默默资助了像张二冬、张月
月这样的寒门学子近 200 人，资
助总金额达80万元，用爱为贫困
学子筑起了希望的灯塔。

童年时期，父亲就在解放战
争中牺牲，胡新荣与母亲相依为
命、艰难度日。尽管家庭贫困，
但胡新荣学习刻苦，以优异成绩
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家
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学校，胡新荣全身心投入
到教学事业，老伴儿李永清回忆
说，胡新荣经常在学校与学生们
同住同吃，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
学习情况，把学生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

在40年的执教生涯中，胡新
荣接触到了很多家庭贫困、成绩
优异的学生，有的学生因为贫困
而辍学，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胡新荣每次回家，总禁不住抹着
眼泪对李永清说：“娃们太苦了，
我得帮助他们。”

尽管胡新荣有 4 个儿子需要
抚养，仅凭夫妻俩的工资已经捉

襟见肘，但他还是勒紧裤腰带，
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贫困学
子。

2003 年，胡新荣退休，但他
没有放弃资助学生，遇到贫困学
子还会捐资助学。

2007 年，胡新荣患上脑梗，
并落下后遗症。躺在病床上，他
依旧心系贫困学生。一次，胡新
荣躺在病床上，一行热泪从眼角
流下，他把 4 个儿子叫到病床
前，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想把
家里的钱捐给贫困生。”儿子们一
致赞成：“爸，我们支持您！”

当时，4 个儿子都已经参加
工作，他们也凑了 1 万元，让胡
新荣出院后捐给贫困学生。从那
时起，胡新荣和 4 个儿子每年都
会拿出一些钱资助贫困学生。为
了能使善举持续下去，2012 年，
胡新荣一家人成立了沁阳市第一
中学新荣助学基金会，决定每年
拿出1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胡新荣的孩子们在工作之
余，每年都要认真筛选贫困学生
申报材料，并最终确定20名资助

对象。每年，助学金分两批发
放：贫困学生读高三时发放2000
元，考上大学后再发放3000元。

沁阳市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
赵永清说，每次发放助学金，胡
新荣都不允许学校召开大会。他
的身体状况目前比较差，迈脚走
路都困难，但胡新荣坚持不让人
搀扶，尽最大努力把助学金亲自
送到贫困学生的手里。

“尽管行动不便，发放完助学
金后，老校长还会主动和老师们
一起到贫困学生家里走访，详细
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有一
年，一位受资助的贫困学生考上
了同济大学，老校长高兴得合不
拢嘴。”赵永清说，“老校长不仅
在物质上帮助学生，在精神上也
给学生送去了关怀，鼓励他们更
加努力地学习。”

在学校提供的一份助学金申
请表上，记者看到，近年来，接
受新荣助学金资助的学生高考成
绩普遍非常优异，考上清华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等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比比皆

是。在胡新荣的帮助下，这些学
生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记者手记

执教40年，胡新荣把所有精
力都倾注到了教育事业。退休
后，他念念不忘贫困学子，竭力
帮助他们。他心系教育事业，忘
我无私奉献，向社会传递了满满
的正能量。他淡泊名利，很多身
边人甚至都不知道胡新荣的善
举。多年来，胡新荣默默无闻地
捐资助学，时光一年又一年，学
生一批又一批，他从不图任何回
报。在他的影响下，沁阳市第一
中学很多老师以及身边的人也加
入到了献爱心的行列，越来越
多 的 人 为 贫 困 学 子 捐 资 助学。
身边的榜样胡新荣，我们为您点
个赞！

为贫困学子筑起希望的灯塔
——记沁阳市第一中学原校长胡新荣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10

月19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宫松奇带领市“四城联
创”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对我
市各城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问题较多的老旧楼院整改情况
进行暗访，不打招呼“回头看”。

宫松奇一行先后来到解放
区王褚街道劳动院、中站区王
封街道多氟多小区、山阳区艺
新街道矿山东院、马村区马村
街道颐春社区综合厂院、示范
区李万街道钛星小区进行暗
访。每到一处，宫松奇都上楼
察看，入户调查，仔细查找薄
弱环节，现场进行点评。针对
暗访中发现的河道有垃圾、道
路有破损等问题，他要求，相

关单位责任人要抓紧时间整改
到位。同时，他还表扬了好的
做法和经验。

宫松奇指出，通过这次
“回头看”发现，多数老旧楼院
整改工作取得了进步，但也有
问题“涛声依旧”。宫松奇指
出，部分老旧楼院还存在停车
不规范、车棚充电有隐患、楼
道杂物乱堆乱放、地面坑洼不
平、电线私拉乱扯、文明宣传
不规范等现象，相关责任人要
加快进度迅速行动，高质量完
成老旧楼院整改工作；要举一
反三，要“面子”更要“里
子”，全力为广大居民创造宜
居、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
让百姓共享创建成果。

市领导暗访“四城联创”工作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 10
月16日上午，市盐业执法支队
成立暨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
我市盐业体制改革工作迈出了
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副市
长孙起鹏出席揭牌仪式。

孙起鹏对我市盐业执法支
队挂牌成立表示祝贺。他说，
市盐业执法支队的成立，标志
着我市盐业体制改革取得了重
大进展，盐业管理体制发生了
重大转变，希望大家以盐业体
制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执法
队伍建设，强化盐业市场监
管，大力开展盐业执法，严厉
打击涉盐违法犯罪行为，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用盐安全，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针对下一步工作，孙起鹏要
求，一要立足“职和责”，把握好
本职本业本责，好好履职尽责；
二要学好“法和规”，组织好培
训，学好原有法律法规，做好创
新实践工作；三要严格“监和
管”，坚决拿起法律武器，把监管
职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四要
保障“安和优”，在保障食盐合格
安全优质的同时，把盐产品市
场纳入监管范围；五要坚持

“正和好”，必须清正廉洁执
法，树立清正廉洁好形象。

市盐业执法支队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杜玲） 10月
1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
明华带领部分常委会委员到武
陟县、解放区调研全市社会养
老兜底救助工作。

当天上午，韩明华一行先
后到武陟县嘉应观乡东水寨村
慈善幸福院、武陟县养老中
心、解放区锦祥花园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实地了解我
市社会养老兜底救助工作开展
情况、资金和项目安排情况、
部门协调配合情况及工作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听取市政府及民政、人
社、财政、卫健委等部门相

关工作汇报后，韩明华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认
识，以问题为导向，尽快补齐
养老服务工作短板。下一步，
要解决好养老服务业定位、护
理人才短缺、养老服务产业融
合度低等问题。市人大常委会
将汇总调研过程中各方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报告，
总结全市社会养老兜底救助工
作成绩，客观提出问题以及
具 有 操 作 性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并交给市政府研究解决，逐步
构建普惠制、中高端、解决困
难群众养老问题等多层次养老
服务体系，让更多老人安享晚
年。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
社会养老兜底救助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婧） 10月
18日，我市召开全市幼儿园大
排查大整治工作总结暨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推进工
作会议，通报前期幼儿园大排
查大整治工作成效，听取各县
（市）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
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部署下
一步工作。副市长薛志杰出席
会议。

薛志杰说，幼儿园大排查
大整治和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专项治理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各级各部门要把这两项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

“幼有所育”作为庄严承诺，进
一步提升思想认识，明确工作
责任，把握工作目标，抓好工
作重点，制定具有针对性、有
效合法、切实可行的措施，做
到“一事一议”“一园一案”

“一案一册”，努力实现“两个
占比”工作目标。要强化组织
领导，深入细致排查，加强政
策学习，建立常态机制，挂图
作战，倒排工期，压茬推进，
强化督导问责，以坚定的信
心、务实的作风、有效的举
措，全面完成任务，推动全市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县（市）区

沁阳市

孟州市

温县

修武县

武陟县

示范区

博爱县

马村区

中站区

山阳区

“双替代”
任务数（户）

36321

27719

41670

16648

46140

16688

26916

11877

2814

1268

228061

“电代煤”供暖

任务数
（户）

32821

25219

38170

15248

43040

15088

24216

10845

2414

/

207061

完成数
（户）

34604

26874

38900

13069

37236

12412

19509

6961

960

229

190754

完成
比例

105.43%

106.56%

101.91%

85.71%

86.51%

82.26%

80.56%

64.19%

39.77%

/

92.12%

“气代煤”供暖

任务数
（户）

3500

2500

3500

1400

3100

1600

2700

1032

400

1268

21000

完成数
（户）

2153

147

931

741

92

650

350

0

0

35

5099

完成
比例

61.51%

5.88%

26.60%

52.93%

2.97%

40.63%

12.96%

0.00%

0.00%

2.76%

24.28%

合计
完成数（户）

36757

27021

39831

13810

37328

13062

19859

6961

960

264

195853

2019年度清洁取暖“双替代”完成情况(截至10月17日）

本报讯（记者李秋）为全
面掌握我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情况，更好地发挥投资在促
进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从10月15日起，由市委督
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和市发展
改革委、商务局、工信局组成
的 3 个调研组，对各县 （市）
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今年前 9 个
月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进
行专项调研。

此次调研内容包括：2019
年度招商引资 （含外商投资）
工作部署和1～9月份工作完成
情况；第十届“一赛一节”经
贸招商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签
约招商引资项目“三率”进展
情况；2019年外商投资签约项
目、企业备案和注册资本金实
际到位情况。2019年项目谋划
情况；1～9月份续建项目、新
建项目、竣工项目情况；2019
年省、市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十大工业项目”推进情况和省
“7819”项目推进情况。

本 次 调 研 采 取 听 、 查 、
看、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一

是听取县 （市） 区和市直有关
部门今年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取
得成效、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意见和建议等相关情况汇
报。二是重点检查各县（市）区
和市直有关部门今年年初以来
招商引资工作方案、新签约项目
台账、报表和责任清单等资料。
三是深入实地调研招商引资项
目履约情况；2019 年 1～9 月份
续建项目、新建项目、竣工项目
推进情况；2019年省、市重点项
目推进情况；“十大工业项目”推
进情况和省“7819”项目推进情
况。四是通过走访项目、企
业、建设工地和一线职工，真
实掌握相关产业发展、项目推
进、企业运营和基层真实诉求
等情况，全面了解招商政策落
实、项目立项审批和跟踪服务
等情况，客观评价各县 （市）
区和市直有关单位在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
加快项目谋划建设等方面的责
任落实情况，分析研判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我市对2019年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专项调研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你看，原来的‘疤瘌脸’
‘疥疮身’经过‘美容’修
整，变得多俊呀！”昨日上
午，市民毛彦田的一番话把
大家都逗笑了。

毛彦田口中的“疤瘌
脸”“疥疮身”，指的是解放区
上白作街道河阳社区健康街
6至7号楼院。毛彦田在这里
居住了30多年，今年，他感
到楼院的变化非常大，居住
环境干净了、变美了，住在
这里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今年，与这个楼院“结
亲”后，市委政法委就担起
了改变楼院环境面貌的重
任。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胡小平在该楼院督导时指
出，要对公用设施、环境卫
生进行改造和整治，切实使
楼院治理工作水平得到提
升；要不放过一个细节，不

留下一个死角，不断改善人
居环境。

说干就干！今年 8 月份
以来，市委政法委出资 5 万
元对该楼院进行环境改造，
组织工作人员对楼院约2000
平方米的楼房外立面进行喷
涂，对旧楼道进行粉刷，归
整杂乱电线，升级改造院内
绿化带。此外，市委政法委
的志愿者多次放弃双休日的
休息时间，到该楼院打扫卫
生。

10月14日，记者在该楼
院看到，路面整洁，每个单
元楼前都有两个垃圾桶，墙
体外立面、楼道焕然一新，

“飞线”也得到了归整。
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要
在这里安装健身器材，为居
民打造“5分钟健身圈”，提
高楼院居民的幸福指数、健
康指数。

“微整容”，让老旧楼院换新颜院换新颜

为提升百姓幸福指数，连日来，解放区以整治卫生死角和重点难点问题为工作突破口，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持续改善城市环境。图为10月20日，焦西街道电翔社区的志愿者正在修剪绿化带内的植物。

李良贵 摄

本报讯（记者杜玲）医保基金是
百姓的“救命钱”。10月18日，记者
从市医保局、卫健委联合召开的全市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动员
部署大会上获悉，从当日起，我市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欺
诈骗保专项治理攻坚行动。

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今年年初
以来，全市医保系统把维护医保基金
安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堵漏
洞、强监管、严惩处，持续开展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初步形成了强化
监管的高压态势。市医保局负责人介
绍，今年前9个月，全市已检查定点
医药机构1141家，共处理违约违规定
点医药机构346家。其中，解除服务
协议1家，行政处罚10.78万元。

欺诈骗保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一大
顽疾。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些医疗机构尤其是经营不善、病源不
多的医院想尽办法套取医保资金。在

攻坚行动中，过度治疗、过度用药、
过度检查、假住院、假手术等行为，
都是专项治理的范围。

从 10 月 18 日起，我市强力启动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巩固基金监
管高压态势，努力实现对全市定点医
药机构检查的全覆盖。此次行动将
采取各县 （市） 区拉网式检查、交叉
检查、联合抽查、宣传曝光等方式和
措施，检查定点大型公立医院和民营
医院，严厉查处挂床住院、分解收
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套用
项目收费、不合理诊疗、串换药品
耗材及诊疗项目等违规违约行为，
确保医保基金高效使用，把每一分
钱都花在病人身上。“这次检查的重
点是大型公立医院。我们要向因大
型医院过度诊疗行为而导致的基金
浪费问题‘开刀’，坚持‘严罚重
处’原则，对性质恶劣的欺诈骗保行
为决不姑息迁就！”市医保局局长马

爱国说。
市医保局要求，各级医保部门要

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信息技
术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商业保
险机构等第三方力量打击欺诈骗保行
为；要探索建立“社会监督员”制
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
退休医务工作者、普通参保人员中选
聘监督员，协助医保部门查找违法违
规问题线索；要增强医保信息系统功
能，采取数据筛查的方式精准排查辖
区内定点医药机构的违约违规违法行
为；要主动邀请新闻媒体参与交叉检
查、明察暗访，加大曝光力度，对查
实的典型案例要及时公开，切实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

全市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启动
今年前9个月共处理违约违规定点医疗机构346家

本报讯（记者史文生）由于10月上旬连续两次
降雨，今年我市大部分小麦的播种时间推迟。针对这
一情况，采取什么技术措施才能确保小麦播种质量和
明年小麦的丰产丰收？带着问题，记者昨日采访了市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万泉。

王万泉说，目前由于田间湿度大，农业机械下地
作业困难，为了不误农时，应简化整地方式，缩短整
地时间，加快整地进度。比如，对于大豆、花生茬，
可争取免耕后播种；对于玉米茬，可利用晴好天气，
择时灭茬整地，做到“整好一块、播种一块”。

王万泉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对于土壤过湿的地
块，要及时清沟理墒，墒情适宜时及时播种农作物。
由于土壤湿度大、地温低、通气差，要尽量浅播，播
深不超过3厘米，以利于早出苗，缩短出苗期，切忌
深播，防止深播弱苗。受阴雨天气影响，播种期推
迟，播种量也应适当增加。原则上，10月25日前后
播种的小麦，亩播量控制在15公斤左右；10月25日
至 31 日播种的小麦，亩播量控制在 15～18 公斤左
右；11 月 1 日至 10 日播种的小麦，亩播量控制在
18～20公斤左右。10月25日以后播种的小麦，应以

“怀川916”“孟麦023”“平安7号”为主，并搭配播
种“平安6号”“立丰852”“怀川101”等品种。

王万泉说，小麦麦播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有利时
期，要根据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和程度，采用相应药
剂，做好种子包衣、药剂拌种、土壤处理等工作。对
于多种病虫害混发区，要采取杀菌剂和杀虫剂各计各
量混合拌种、种子包衣的方式播种，以达到“一拌多
效”的效果。对于小麦全蚀病、纹枯病、根腐病、黑
穗病等土传、种传病害和地下害虫防治，可选用小麦
专用包衣剂进行种子包衣，也可使用戊唑醇、苯醚甲
环唑、咯菌晴等高效药剂进行拌种。

措施有效 麦播提速

市农技推广专家谈“小麦播种经”

（上接第一版）实地察看知青旧居、窑洞民宿等建设
情况，了解该村依托红色文化和民宿产业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情况。

在焦调研期间，丁仲礼一行还参观了南水北调总
干渠焦作城区段绿化带节点公园，听取南水北调总干
渠焦作城区段生态保护工程和南水北调“焦作精神”
介绍，并到民盟焦作市委机关参加民盟焦作市委“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与民盟焦作
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和盟员代表座谈交流，征求改进民
盟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