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电话：15138005559 13903892238
主办单位：焦作市商务局、焦作日报社

媒体支持：焦作日报 焦作晚报 焦作网 焦作日报新媒体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东方红广场

广告

政务要闻

JIAOZUO DAILY
A02│要闻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王水涛│校对：胡玉成│组版：郑志强

本报讯（记者孙军）昨日
下午，2021年焦作市全民健身
工作联席会议举行。会议对我
市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工作进一步安排部署，解决
创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副市
长薛志杰出席会议。

薛志杰指出，要提升政治
站位，进一步增强创建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创建工作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切实提
高我市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要
加强组织领导，把全民健身工
作、创建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从政策、
人员、资金等方面提供大力支

持，扎实推进创建工作。要抓
好问题整改，各县 （市、区）
要认真对照梳理，盘点工作任
务，将每一项任务再细化、再
部署、再落实，确保尽快全部
整改到位。要强化督导问责，
建立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加
强 跟 踪 监 测 ， 推 动 工 作 落
实。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积
极倡导全民健身全民参与，通
过层层动员，广泛宣传，在全
市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各
有关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责
分 工 ， 对 照 创 建 标 准 和 要
求，切实把创建活动的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创建目标
如期实现。

市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杜玲） 10月
19日至20日，全省区域点数法
总 额 预 算 和 按 病 种 分 值
（DIP） 付费改革培训会在焦
作迎宾馆举行。副市长薛志
杰致辞、省医疗保障局医药
服务管理处处长元旭鸿出席
会议。

薛志杰说，我市被国家医
保局确定为区域点数法总额预
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城
市，并代表我省接受国家评估
验收组非现场评估，被评为优
秀等次。下一步，将以此次培
训会为契机，加强分析研判、
完善基础工作、制定考核办

法，实现支付方式与医保监管
有机融合。

元旭鸿强调，支付方式改
革是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激发定点医疗机构内生动力、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重
要举措，试点城市要加强技术
指导、制定实施办法、制定经
办规程、补充协议管理、明确
试点范围、加强医疗机构内部
管理、规范信息管理，发挥先
行试点优势，建立谈判协商机
制，积极探索配套改革，确保
今年年底前全省试点工作如期
完成，尽早让群众享受医保改
革带来的幸福感。

全省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改革培训会在我市举行

（上接A01版①） 他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
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
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
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
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
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
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
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
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
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
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
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

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
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
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
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
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
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
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
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
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
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
制高点。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

“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
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
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

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
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
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
的信息“大动脉”。要全面推进产
业化、规模化应用，重点突破关
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
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
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
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
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
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
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
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
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
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
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
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
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
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

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
品和服务迭代。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
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
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
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
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
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
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
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
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
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
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
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
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
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
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

产、经营、投资全过程。要明确
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
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
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
监督合力。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
体系。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
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
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
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
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
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
出中国声音。

习近平强调，数字经济事关
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
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
赢得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
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
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
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提高全民
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上接A01版②）加大公益
事业投入，助推乡村生态宜居。
武陟发挥慈善品牌优势，先后投
入慈善资金 574.17 万元，对 35
个村道路、厕所、污水管道进行
了改造，惠及群众 5.5 万人次。
实施百户危房改造户圆“安居
梦”三年行动计划，资助 438 户
进行房屋修建、改造、维修等，发
放慈善资助金360.2万元。

弘扬慈善孝道文化，助推乡
村乡风文明。武陟把慈孝文化
引入每个村落，全面成立孝善理
事会，大力开展好媳妇好公婆、
身边好人、文明家庭、道德模范
等评选活动，举办慈善公益晚
会，对涌现出的慈善示范村街、
文明乡风示范典型进行表彰。
举办乡村慈善饺子宴活动，同时
开展免费理发、健康体检、戏曲
表演及晒被子、晒孝心、晒家风
活动，促进了乡风文明。

探索党建慈善融合，助推
乡村治理有效。积极探索“党
建+慈善+乡村治理”新模式，
实行“五创三治”，出台了示范
村创建活动实施意见，每季度
开展一次评定，并将评定结果
与村干部荣誉、村级奖励、村
里67岁以上老人享受的福利待
遇相挂钩。采取“政府+慈善+
村级+个人”新型农村养老服
务模式，政府每年拿出 200 万
元专项用于慈善幸福院建设；
各村充分发挥村级慈善工作站
作用，大力鼓励和引导企业、
公益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筹
集爱心基金，打造成集老人就
餐、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慈善幸

福院，开启了全国农村养老与慈
善相衔接的先河。目前，建成村
极慈善幸福院150所，入住老人
3500余名。

拓展慈善项目成果，助推乡
村生活富裕。为有效实现慈善
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武
陟县探索了一系列慈善助力乡
村振兴项目。“慈善+医疗”，按
照“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模
式，困难家庭成员因患大病，除
享受基本医疗、大病医疗保险、
大病补充保险外仍有困难的，慈
善资金给予1000元至5000元救
助，发放救助308.83万元，累计
救助2367人次。“慈善+助学”，
每年 8 月对困难家庭考入大学
学生进行资助，共资助 855 人
次，发放资金 256.5 万元。“慈
善+托养”，在全县建设5个医养
中心，对困难家庭重度残疾人进
行集中医养，目前5个医养中心
入住 169 人，通过集中医养，实
现“医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幸
福一家人”。“慈善+扶志”，开展

“争当脱贫光荣户、文明勤劳奔
小康”星级评定活动，投资 360
万元建立爱心驿站 74 所，困难
家庭可凭爱心积分卡到村慈善
爱心超市兑换相应物品。“慈
善+急难困救助”，对因自然灾
害和突发事件等陷入困境的群
众，纳入慈善紧急救助，发放救
助 405.25 万元，累计救助 18254
人次，截至目前，实施慈善各类
救助支出 2264.95 万元，累计惠
及7.6万人次。一系列扶贫项目
的实施，加快困难群众实现脱贫
奔小康的步伐。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 通讯
员马强）近日，记者走进解放区
的一个个康养机构，只见秋日暖
阳下，老人们有的在打太极拳、
有的在看书、有的和工作人员微
笑私语……时光在老人和蔼的面
孔上仿佛凝滞，幸福而宁静。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解放
区的各养老服务机构上演。这也
是该区深入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共创高品质
生活，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
体系”的生动体现。

据悉，解放区现有60周岁以
上 老 年 人 6.2 万 人 ， 占 总 人 口
20.66%；80周岁以上老年人8156
人，占总人口2.7%，老年人口呈

现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的特
点，养老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解放区将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作为民生重点，因地制
宜，整合资源，推进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目前，辖区共有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4家、养
老机构 10 家、医养结合机构 4
家，基本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
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
为补充、医养结合的社会化养老
服务体系。

唱响暖心曲，推进居家养
老。该区投入 368 万元引进郑州
安泰养老服务公司，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协调指导、评估认证等
方式，对辖区年龄在9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
的城乡低保老人、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中的经济困难老人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每人每年 1200 元标
准。目前已与2499位老人签订服
务协议。

唱响贴心曲，推进社区养
老。按照“就近就便、功能配
套”的要求，大力发展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投资 380
万元建设了总面积 750 平方米的
王褚街道锦祥花园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群众纷纷称赞，成
为全市示范性养老服务亮点；投
入 500 万元在西城家园建成丰源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切实
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

感。此外，2020年以来，解放区
积极争取中央、省老旧楼院改造
资金2600万元和政府专项债4000
万元，在辖区建设10个综合养老
服务项目。目前，8 个项目已完
成竣工验收，2 个项目进入项目
施工招标阶段。

唱响舒心曲，推进机构养
老。该区现有社会办养老机构14
家，拥有服务床位1638张。近年
来，解放区以养老服务质量规范
化、标准化、制度化、精细化、
人性化为重点，以电务医院一期
护理模式为示范，在星级评定基
础上，抓好规范化管理，促进养
老机构上档升级，鼓励机构进一
步加大投入力度，改善机构环

境、更新服务设备、提升服务水
平，更好为老人提供服务。

唱响安心曲，推进医养结
合。该区以焦南街道电务医院一
期为试点，在养老服务中融入健
康理念，当年全新改造转型的电
务医院成了全市亮点。2020年在
一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电务医
院二期 A 座项目建设完成，建设
床位 177 张。同时在原电力职工
医院旧房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改
造，设医疗床位 102 张、养老床
位 103 张，是一所集医疗养老于
一体的医养结合体。在电务、益
禾医院引领带动下，弘泰、民
鑫、锦祥等医院先后进入养老行
业，全力打造医养结合新典范。

解放区：幸福“四重曲”打造高品质养老

10月19日，
演员在河南省温
县西关小学指导
学生学习豫剧表
演技巧。

当日，河南
省温县一家农民
豫剧团的演员们
应邀走进温县西
关 小 学 表 演 豫
剧，指导学生学
习戏曲唱腔和表
演技巧，让学生
与豫剧“亲密接
触”，感受传统
戏曲的魅力。今
年年初以来，温
县启动戏曲进校
园活动，在全县
中小学开展戏曲
文化通识教育，
传承弘扬戏曲文
化。

徐宏星 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李秋 见习记者董蕾）为提升我
市企业原产地签证业务水平及外贸综合业务能力，
进一步推动“万人助万企”“守规矩、懂业务、真
落实”活动扎实开展，近日，市贸促会邀请省贸
促、外汇、汇率、税务、信保、跨境电商等方面的
专家举办原产地签证和外贸政策业务宣讲会。各县
（市、区） 商务局主管外贸领导及工作人员，有进
出口实绩或有意开展国际贸易企业的外贸、财务负
责人，贸促原产地证申报系统新注册企业的外贸主
管等近百人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紧贴企业实际需求，课程紧凑，干货
满满。外贸、贸促、外汇、汇率、税务、信保、跨
境电商等方面的专家先后对商事法律认证业务及原
产地签证操作实务、国际对外联络机制平台应用、
疫情背景下会展补贴政策、汇率风险管理、跨境电
子商务、海关监管、出口退税、外汇便利化、出口
信用保险扶持等政策业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复杂多变，洪涝灾情、新冠疫情影响叠加，此次
培训是我市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行动，也是我市外贸企业学习交
流、组团发展的机会与平台。希望通过此次专题培
训，进一步增强国际经贸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综合
外贸能力，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发展发挥应有的
作用。

此次培训安排的议程满、针对性强。参会企业
纷纷表示：“这样的宣讲会很有意义，既有实践又
有理论，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帮助，提升了
我们开展对外贸易的信心！”

我市举办原产地签证和
外贸政策业务宣讲会

（上接A01版③） 此次运动会，
共有来自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党支
部、各县 （市、区） 人大常委会机
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大联络办
的 14 个代表队近 300 名运动员参赛，
设组合接力赛、篮球定位投篮、爆吹

气球比赛、自行车计时赛 4 个比赛项
目，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
争性于一身，既是力量的角逐，又是
智慧的较量；既是个人竞技水平的展
示，又是对团队协作能力的检验。

这次运动会培养了市、县两级人大

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的竞争意识和
凝心聚力的团队精神，进一步激励大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新担当新作为
推动全市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以优异
成绩向市人大常委会设立 40 周年献
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