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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苏 中 通讯员

王彬善）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

悉，2019年度市直职工社会保险缴

费年度缴费基数申报工作全面启

动，社保缴纳基数申报政策有新的

调整。

按照相关规定和通知要求，此

次社保缴纳基数申报有新调整。

机关事业和企业参保单位以全部

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作为单位

缴费工资基数。企业职工以本人

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个人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基数。

机关事业和企业参保单位职工

工资低于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 60%的，按 60%计算

缴费工资基数；超过全省全口径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的

部分，不计入缴费工资基数。

基数申报数据必须经职工本

人签字认可方能生效，签字前需要

核对：职工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社

会保障号码 (身份证号码)、本人的

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社会保

险经办部门定期寄送参保职工个

人权益记录单，了解自己的缴费和

个人账户情况；个人缴费基数即本

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各参保单位须在 6 月 25 日前

完成申报工作，资料领取地点和申

报地点为南阳市行政服务中心（南

区 3 号楼）3 楼大厅西北角人社局

预留窗口。⑥5

市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申报启动
申报政策调整 6月 25日前完成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日常生

活中，你是否经常受到餐馆油烟污

染的侵扰？日前，中心城区餐饮服

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拉开

帷幕，此项活动可望解除居民遭受

的餐馆油烟污染之苦。

据悉，活动由四区政府 （管

委会） 统筹协调，城市管理部门

牵 头 组 织 ， 生 态 环 境 、 市 场 监

管、公安等部门通力配合。通过

此次专项整治，将实现中心城区

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净化设施安装

率、正常使用率、排放达标率全

部达到 100%。整治范围为中心城

区高速合围以内 （含新城区和高

铁 片 区） 从 事 餐 饮 业 的 服 务 单

位，包括餐馆 （含酒家、酒楼、

酒店、饭店、露天烧烤）、快餐店、小

吃店、饮品店、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职工食堂，寄宿式中小学、

幼儿园、大中专院校食堂，大型

商业设施等城市综合体内的中央

厨房及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整

治期限为即日起至 8月底。前期将

对所有餐饮服务单位进行调查摸

底，要求各餐饮单位要自行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后期通过执法检查，对油烟净化

设施应安装未及时安装、未正常

运行和排放不达标的餐饮单位将

进行严厉处罚。

为强化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

源头管理，要求新建、改建、扩

建餐饮服务业经营者要依法依规

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使油烟

达标排放；禁止在住宅楼内新建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

目；禁止在未审批、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

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

新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

饮服务项目。⑥4

拉网排查餐馆“捉拿”油烟扰民
市城区专项治理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5月 29
日，我市举办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

专题培训，来自全市城管系统的 320
余名执法业务骨干参加了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餐饮

服务单位油烟污染防治，持续推进

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日前市中

心城区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餐

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现象。

为更好推进此次专项行动，市

城管局邀请郑州大学环境技术方

面有关专家，讲解了国家和我省关

于大气污染防治和餐饮业油烟治

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定。讲解

深入浅出，具体生动，为城管执法

者治理油烟污染奠定了坚实的法

律法规基础。培训会还分析了当

前城市建成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

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指

出下步工作重点和措施。

要想治油烟 先过法规关

日前，南阳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到社旗县兴隆镇乡夭庄

小学开展“校地心连心 圆梦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给孩子们送

去关爱 ⑥6 本报记者 王潇宇 通讯员 李 淼 陈子琳 摄

本报讯 （记者段 平 通讯员

冀 丹）5月 29日，记者从市中医药

发展局获悉，我市加快推进区域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目前已确定

由市中医院牵头，协作医院为方城

县中医院儿科和新野县中医院儿

科，建设高水平、高质量、服务优的区

域专科儿科诊疗中心，建设周期是三

年。该项目将满足更多疑难病、危重

病、复杂疾病患儿的临床需求。

我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

设由省辖市市级中医医院牵头，联

合辖区内或辖区周边 2～3 个县级

中医医院作为协作单位，市、县两级

专科方向一致，针对辖区内发病率

较高的疑难疾病诊疗需求，整合区

域内优质医疗资源，降低专科疾病

上转率和外转率。

经各省辖市推荐，申报遴选区

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并委托省级

主管部门对入选项目就办医规模、

服务能力、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实

地复核，市中医院儿科成功入选全

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项目建设

名单。市中医院将充分发挥儿科区

域中心优势，逐步推进“互联网+
中医药”网络建设，扩大服务辐射

范围，带动协作医院以及周边县乡

医疗机构共同发展，提高南阳区域

中医儿科临床水平及服务质量，提

升儿科相关疑难领域科研水平，发

挥中医药优势，重点对中医药优势

明显的儿科疾病开创疗效突出的治

疗方案。⑥5

整合医疗资源
满足患儿需求

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

原型，她是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

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她的事迹被

广为传颂，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

她就是江竹筠，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著名革命女烈士。

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20
年 8月 20日出生在大山铺镇江家湾

一个农民家庭。她 8岁随母亲逃荒

到重庆，10岁进袜厂当童工，后考入

重庆南岸中学和中国公学附中。

1939 年，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40 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

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

责人，从事青年学生的工作。

1943 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

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

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

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

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

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根据党的指示，1944年，江竹筠

考入四川大学，以普通学生身份做

党的工作。 1945 年，江竹筠与彭咏

梧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

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

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 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

委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

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竹筠还

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

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这

年春夏，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

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

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斗争，任中

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

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江竹筠以中

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

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 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

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

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

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

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6月 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

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

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

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

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

她的十指，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

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

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

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

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

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

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 11月 14日，重庆解放前

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

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

出了年仅 29岁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

被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又被陆

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⑥1
（据新华社）

江竹筠：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市十七小举行“庆六一童心向党暨经典吟诵”汇报展演，让中

华经典的音韵在校园上空回响 ⑥6 谢 康 摄

缤纷六一 童心飞扬

市第六十五小学举行以“炫彩六一 艺韵飞扬”为主题的第四

届校园艺术节，充分展示出孩子们的朝气和活力 ⑥6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市十五小学举办“歌唱祖国，出彩南阳”合唱比赛，孩子们用

快乐的歌声抒发节日的喜悦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⑥6
本报记者 张 罡 摄

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在童心陪伴下成长”文艺演出，师生们

用动情的表演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⑥6 本报记者 扈书峰 摄

江竹筠像 （资料照片）

本报讯 （记者李清玉）5月 30
日（周四）晚 7:30，“唱响白河”群众

文化活动唐河县专场演出，将在南

阳市民服务中心广场举行。

本次专场演出以“魅力唐河”为

主题，既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

艺、快板、歌舞等传统节目，也有反映

唐河深厚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旨在展现唐河经济、社会、民

生等方面的新成就、新亮点，营造喜

迎新中国70华诞的浓厚氛围。

本场演出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广旅游局主办，南阳广播电视台、

唐河县委宣传部、唐河县文广旅游

局承办，河南福森实业集团公司全

程支持。⑥1

“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活动专场演出

“魅力唐河”今晚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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