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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发放
“阳光母亲”
计划
“两癌”
救助金

为 19 名妇女
发放项目救助金 19 万元
本报讯 病魔无情 ，人 间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娘家人
有 爱。7 月 20 日至 22 日，新
’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争取把
郑市妇联干部分别深入辛店
身体养好，小家生活过好。”
镇、郭店镇等 8 个乡镇，为 19
据悉，
“阳光母亲”计划是
名贫困母亲每人发放了河南
河南省妇联通过资金救助、关
省“阳光母亲”计划“两癌”救
助金 1 万元。
每到一户，妇联干部都详
细询问她们的身体和生活情
况，与她们拉家常、聊生活，鼓
励她们一定要有信心，正视疾
病，乐观面对，争取早日恢复
健康。受助妇女激动地说：

爱帮扶、康复发展等措施，针
对贫困“两癌”患病妇女实施
的精准关爱项目。该计划对
年龄 35~64 岁、经医疗机构确
诊患有宫颈癌 2B 以上或乳腺
浸润性癌的农村贫困妇女每
人一次性救助 1 万元。此次
新郑市共为 19 名妇女争取到
项目救助金 19 万元。
近 3 年来，新郑市妇联主
动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积 极 落 实
“两癌”救助政策，认真做好宣
传、摸底、登记、建档、救助等
各个环节工作，切实为妇女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积极为 46
名患病贫困妇女争取专项救
助金。下一步，新郑市妇联将
加大宣传力度，继续推动“两
癌”患病贫困妇女救助工作深
入开展。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慧芸

新郑市圆满完成
乡镇团委换届工作
本报讯 近日，按照团省委
部署，共青团新郑市委集中推
进乡镇团委换届工作。自换届
工作开展以来，新郑市团市委
高度重视，制作了换届选举方
案、工作指南和流程图，严把资
格关、程序关，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截至 7 月 19 日，全市 10 个
乡镇团委换届工作圆满结束。
此次换届，一批政治素质

好、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
热爱团的事业的青年干部被选
配到了团的工作岗位，进一步
优化了基层团委班子结构，充
实了工作力量，为开创基层共
青团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乡镇换届尘埃落定，新任
团干整装待发。接下来，各乡
镇新一届委员们将会继续保持

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时代潮
头，争做时代先锋，不忘初心跟
党走，高举团旗勇担当，在学习
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
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带领团
员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倩

新郑市卫健委召开上半年全市药政工作培训会

做到
“应采必采、应采尽采、阳光采购”
确保网采率、入库率一致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完
善基本药物制度，提升基本药
物合理应用水平，7 月 19 日下
午，新郑市卫生健康委在四楼
会 议 室 组 织 召 开 2019 上 半 年
全市药政工作培训会。本次会
议由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市直医疗机构的药房主任、耗
材主任、采购人员及药政科全
体工作人员共计 54 人参加此次
会议。
会议首先由药政科对“郑
州市卫健委举办第三届全市基

本药物合理应用知识竞赛及基
本药物合理应用宣传月活动”
文件进行领学，要求各级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认真组织人员培
训学习，强化基本药物合理用
药、安全用药，同时加强基本药
物制度政策宣传，提高医务人
员及其广大群众合理用药的常
识和药品安全意识。
随后，药政科对全市各级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上半年药
品、高值医用耗材的网采、入库
情况进行通报，并对药品采购、

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高值医用
耗材重点监控工作、处方点评
等工作再次进行系统培训。
最后，药政科要求各医疗
机构根据本单位具体工作情
况，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政策法
规学习，加强药品、高值医用耗
材的采购管理工作，
采购过程中
要首选国家基本药物，做到“应
采必采、应采尽采、阳光采购”，
确保网采率、
入库率一致。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田胜利

城事

新郑市政务服务大厅

开启“周末无休”工作模式
本报讯 为方便群众就
近办事，自 7 月 20 日起，新
郑 市 政务服 务大厅 将取消
周末休息，执行周一至周日
工作制。
涉及此次双休日开放的
办事窗口包括：不动产交易
登记、房管、公积金、国家税
务（两税）、公安局、
社保局等

窗口服务事项。同时要求上
述窗口按照服务事项统一、
开放时间统一、服务流程统
一、服务规范统一，即“四统
一”
的标准进行管理。
实 施 时 间 ：7 月 20 日
起，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
的 9:00~17:00。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人社局

更好地服务于
生活在新郑的企业退休人员
本报讯 为提高新郑市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
务水平，新郑市人社局于 7
月 16 日，组织开展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业务培
训，
各乡镇劳保所工作人员、
社区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新
郑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服务业务水平。
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
化管理服务，
是党中央、
国务
院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
项重要任务，是建设服务型
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
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的重要措施，对保障退休
人员晚年生活的安定，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维护社会

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传达了对新郑市企
业退休人员进行基本信息登
记的通知，通过登记建立社
区退管站和乡镇劳保所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台
账，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在新
郑的企业退休人员。
此次会议决定建立“新
郑企业退管服务”微信公众
号，通过微信公众号，
宣传新
郑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服务工作，
更好地落实对企
业退休人员实行六大节日慰
问、
重大疾病探访慰问、
亡故
吊唁、
组织文体活动等相关政
策，
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毛俊丽

新郑市住建局

开展建筑工地
干粉砂浆罐封闭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
新 郑 市 空 气 质量和 人居 环
境，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管理水平,确保全市空气环
境质量排名持续向好,按照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办的统
一部署，新郑市住建局于 7
月 13 日至 18 日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建筑工地干粉砂浆罐
封闭专项整治行动。
为了保障此次活动有成
效、
出成绩，
市住建组织业务
骨干制定了“干粉砂浆罐封

闭标准”，明确责任人员、分
区域、
画节点，
专人在施工现
场死盯紧守，确保标准落实
到位、
问题整改到位。
通过开展此次行动，新
郑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的新
方法、
新措施、
新手段得到了
进一步推广，
建筑施工标准化
水平和管理机制得到完善提
升，
全面保障建筑工地环境综
合整治提升行动落到实处。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侯冬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