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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蒲山矿区生产环境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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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日，市医保局副局长段庆银带
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 回应转诊证明办
理、退休职工医保等市民关注的问题。

行风关注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发展

和完善， 我国基本医保实现制度全覆
盖。 截至 2018 年末，三项基本医保参保
人超过 13.5 亿人， 覆盖率达到 95%以
上。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医保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70%左

右，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平均达到 80%以
上。 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医药机构
协议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管理，深化支
付方式改革，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直接结算。

行风反馈
1.内乡一群众咨询，他是贫困户，花

了十几万元医疗费， 只报销了两三万
元，能不能二次报销？

市医保局回复：如果是在能直接联
网结算的省内医疗机构住院，可以直接
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
险的报销待遇，不能直接享受南阳本地
的“医保救助工程”报销待遇、医疗救

助。 若需享受“医保救助工程”报销待
遇、医疗救助，需携带住院相关材料到
参保地经办机构进行手工报销，该群众
可携带合作医疗证和住院发票到内乡
县医保经办机构进行查询、办理。

2.南召一群众咨询，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市医保局回复：2017 年 1 月 1 日
起, 在全省全面建立覆盖所有困难群众
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依据《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困难群众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文件规定实施。

3.居住在城里，在农村家里缴的医

保费，如果需要看病，城里的医院能报
销吗？

市医保局回复：参保居民应首先就
近在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需转诊转
院到参保地外市级以上（含市级）医疗
机构的，应办理转诊转院手续，按规定
享受医保待遇；作为过渡性措施，对未
按规定办理转诊转院手续（急诊、精神
病除外）的，按相应医疗机构级别报销
比例降低 20 个百分点。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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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王松林 张空）
近年来，卧龙区以落实生
态文明理念为目标，加快
推进蒲山矿区生产环境
改造， 强化政治责任，细
化工作职责, 坚持一线督
导推进， 通过强力整治，
蒲山矿区生产环境得到
全面改善。

该区相关负责人先后
20 余次深入蒲山区域，指
挥蒲山区域环境整改。 特
别是今年以来， 已先后 6
次到蒲山现场督导整改
进度， 全区上下齐动员，
坚决根治顽疾。

目前， 蒲山区域内灰
钙粉企业全部按照“两断
三清”标准关停取缔到位，
区域内乱堆乱放的石料、
废渣全部清运完毕。 投资

2500 万元的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项目完成， 矿山粗
放开采、 扬尘污染等得到
根本性改观， 绿色矿山正
在形成。 蒲山区域 PM10
和 PM2.5 指数持续下降。

排查规范矿山开采企
业。 经深入排查，蒲山区
域只有一家环评手续、开
采资质等手续齐全的开
采企业 ， 即蒲山矿业公
司。 为规范开采行为，该
区对蒲山矿区出入口进
行合并缩减， 原来的 12
个矿区出入口封堵了 9
个， 目前， 矿区仅保留 3
个矿区出入口。

改造开采工艺。 采用
先剥后采、自上而下分台
阶开采的方法，对历史遗
留的 7 处高陡台阶实施
削坡降段 4 处， 设置 16

处警示标志；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
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 落实防尘作业，
矿山凿岩采用配备干式
捕尘器作业，粉尘全部回
收，控制粉尘排放；利用
中深孔爆破技术，减少冲
击波和地震波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改善作业环境。 硬化
矿区道路 867 米，修建环
山道路 2488 米，按标准修
建矿山排水沟 606 米，全
部实行雨污分流，建车辆
喷淋设施 3 处，出矿区车
辆全部清洗除尘。 配备多
功能洒水车 13 台， 每天
对矿区沿山道路全覆盖
洒水作业， 建立 12 人的
道路保洁队伍，配备吸尘
车 2 台，加强道路保洁。

整治矿区周边环境。
同步启动 4 个专业队，对
已拆除“散乱污”废弃物
料、房舍、台地进行集中
清理。 拆除清理 11 处灰
库 、24 处废弃物料、7 处
废旧房舍、15 处台地，沿
路砌筑花池和围墙 2400
米， 植树 1200 株、 种花
2300 株。 3 条上山通道构
筑边沟 2500 米、修防水墙
3100 米。 综合整治紧邻蒲
山矿区的蒲山街道，设置
卡点两处，查扣私自外运
矿石的车辆，并监督上路
车辆落实防护措施，防治
物料溢洒，杜绝道路二次
扬尘。 对沿街门店、村庄
房舍实施综合提升，并以
建设绿色矿山为主题，修
建牌坊 1 处，修建文化墙
1200 平方米。 ③3

暑假期间，淅川县教育、
文化等部门携手开设了美
术、戏曲、古诗词大会等公益
夏令营， 让孩子们体验传统
文化， 享受快乐而有意义的
暑假。 图为该县第一小学孩
子们在学习绘画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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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日前，由中共南阳市
委组织部、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南阳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

“党徽闪耀中原” 河南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赛作
品征集活动启动， 全市党员干部及广大摄影家、
摄影爱好者可踊跃投稿参赛。

投稿作品在内容上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彰显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作品，不接收在以往省级大赛中获奖入
选作品。 投稿作品不得违背拍摄对象客观真实
性， 不得对原始影像画面内容进行增加或删减，
可对影调和色彩等进行适度调整。参赛作品如出
现署名、侵权、泄密等纠纷， 责任均由作者自负。
所有入围作品，主办方有权将其用于与本次比赛
相关的展览及社会公益宣传等， 不再支付稿酬。
凡报送作品者视作同意相关规定，比赛不收取报
名费，所有应征作品不予退稿。 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 1000像素，文件大小
控制在 5MB以内。可以是单幅也可以是组照（每
组照片最多为 6幅）。每人不超过 5幅，组照不超
过 2组。 作品获奖后，各地各单位须在指定时间
内提供含拍摄信息的原始数码照片，以便鉴定和
制作展览作品使用。参赛作品应按要求填写《“党
徽闪耀中原”河南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赛作品信
息表》，并提供 100字左右的说明；每幅作品投稿
时均需以“作者姓名+作品标题+联系方式+工作
单位”的方式命名。填写不规范的视为无效投稿。
报送作品由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 市直各单位、
市管企业和大中专院校组织人事部门收集初选
后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报送。 每个县市区初选
后上报参赛作品原则上不超过 50件， 每个市直
单位、市管企业和高等院校原则上不超过 15件。
参赛作品和信息表需于 8 月 20 日前报征集邮
箱：190846552@qq.com。 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