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上汉白玉贴面，升级光亮系统

南阳解放纪念碑提升“颜值”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通讯员 冯静）5 月 15 日，
南阳解放纪念碑修缮工程
正式启动，预计 9 月 20 日
完工。

南阳解放纪念碑于
1998 年 10 月建成， 碑高
63.09 米， 碑座高 4.8 米，
是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批准， 为纪念
南阳解放 50 周年而建。

由于长年风吹日晒，
南阳解放纪念碑的花岗岩
贴面泛碱、松动、脱落，不
仅影响美观， 还造成了安

全隐患。此次修缮，一是修
缮南阳解放纪念碑主体，
拆除老旧花岗岩贴面，采
用先进的干挂式施工工
艺，更换为优质汉白玉贴
面。 同时，对每块汉白玉
贴面做六面防渗处理，避
免雨水渗透污染。 二是亮
化提升，南阳解放纪念碑
光亮系统将新增地埋灯、
线性洗墙灯、 投光灯、顶
部射灯，以提升白河畔夜
景魅力。 三是绿化提升，
增种金边黄杨、月季、石楠
等绿植。 ③2

五一巾帼奖 颁给优秀女职工
本报记者杨东梅荣获“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光伏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廖涛）

近日，南召县太山庙横山村的 4000亩山坡逐渐
架满蓝色的光伏板。 100兆瓦现代高效农业示
范光伏扶贫工程正在这里快速推进。 该工程辐
射周边 5个行政村 9个村民小组， 项目建成后
可带动 2000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横山村共有贫困人口 1018 户 2653 人，脱
贫攻坚工作任务繁重。 该乡着力建设集高效农
业、光伏产业、乡村旅游、科技示范于一体的生
态农业示范园区， 带动和帮扶无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脱贫，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 目前，园区内
的光伏工程已基本安装完成。依托光伏工程，林
下经济快速发展，总投资 3000 万元，种植连翘
3000亩 25万株， 开创了全新的绿色农业生产
模式。 ③2

5月 16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月 17日 南阳市文化广电与旅游局

5 月 15 日，市财政局值班行风热
线节目，回应市民关注的道路求助基
金申请及种粮补贴款发放等问题。

行风关注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

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
用、 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
专项基金。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
人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从侵权人处
得到赔偿时， 可以通过救助基金的
救助，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补偿。

交通事故发生后 3 个工作日内，
交警部门针对符合条件的交通事故
向救助基金服务站和医院发送救助
基金垫付通知书； 救助基金服务站
接到通知书后，对交通事故情况 、伤
者伤情等进行调查核实； 医院接到
通知书后，为伤者开通绿色通道 ，使
伤者一直欠费 ， 直到出抢救期后 5
个工作日内 ， 医院向救助基金提出
申请 ， 申请金额为抢救期未结算的
费用， 申请资料为病历 、 费用清单
等。救助基金收到申请资料后，于 10
个工作日左右审核 ， 对审核通过的
直接支付到医院。救助基金垫付后 1
个月内，会对责任人发起追偿。

行风反馈
1.符合什么条件，交警才可以发

出救助基金垫付通知书？
回复：根据我省《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救助
基金救助有三种事故情形，一是抢救
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二是肇
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三是机动
车肇事后逃逸的。 前提都是机动车造
成的交通事故。

2.外省车辆或人员在南阳发生交
通事故能不能用救助基金？

回复：可以。 只要发生在河南省
境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抢救治疗医
院或者殡葬机构在我省，且符合申请
条件的，均可申请救助。

3 .抢救费用具体指的是哪些费
用呢？

回复：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 , 医疗
机构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
床诊疗指南》, 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
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釆取处
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 , 或者导致残
疾、 器官功能障碍 , 或者导致病程明
显延长的受伤人员 , 采取必要的处理
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4.道路救助基金有没有限额？
回复：没有限额，主要垫付抢救期

尚未结算的费用。 一般来说，伤情严重
的、欠费多的，垫付金额比较高。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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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优秀新闻栏目

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本报讯（记者 陈书
洁）5 月 15 日，市总工会
召开 2019 年南阳市五一
巾帼奖表彰大会，对我市
2019 年五一巾帼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杨东梅荣获“五
一巾帼标兵”称号。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
市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强
自立、爱岗敬业、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 市总工会决
定，授予河南汇博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健康纺织事
业部等 3 个集体南阳市
五一巾帼奖，同时申报南
阳市工人先锋号；授予马
瑜红等 3 位女职工南阳

市五一巾帼奖章，同时申
报南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对 18 个“五一巾帼标兵
岗”、48 位“五一巾帼标
兵”、29 个女工工作示范
单位 、28 位先进女职工
工作者、19 户文明家庭
进行表彰。

表彰大会结束后，市
总工会第四届女职工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
开， 总结 2018 年市总工
会女职工工作，部署 2019
年工作。

2018 年，我市女职工
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职
工心理·鹊桥服务中心被
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

务作为我省唯一一家试
点，广受好评。 今年，市总
工会将继续开展这两项活
动，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将继续引导女职工以更
加卓越的成绩为我市的
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除
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
宣传教育，今年还将扩大

“书香三八” 女职工读书
征文比赛的影响力和表
彰力度， 并以此为载体，
培育好家风好家训，营造
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女
职工积极参与主题劳动
和技能竞赛、节能减排竞
赛、“安康杯” 竞赛等活
动，总结推广“女职工创

新工作室” 工作经验，帮
助女职工提高创新创造
能力。

全市工会系统将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
竞赛、网上有奖竞答等活
动，把《河南省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新内容
落到实处，切实保护女职
工合法权益和特别权益。
对于困难女职工，积极提
供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支
持， 加大对女农民工、单
亲困难女职工等群体的
帮扶力度。 同时，为城市
困难职工家庭女性成员
开展免费宫颈癌和乳腺
癌筛查，保护女职工身心
健康。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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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

有了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衡志强）

近日，淅川县上集镇卫生院联合淅川县人民医
院对辖区居民开展贫困人口体检及家庭医生
签约活动。

活动中，上集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提供现
场签约服务，并免费为居民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作心电图、B 超、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等基
础健康检查。 家庭医生签约，将促使具备家庭
医生条件的全科医生与签约家庭建立起长期、
稳定的服务关系，对签约家庭的健康进行全程
维护,提供安全、方便、有效、连续、经济的基本
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③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