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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重点监控（国控、省控）企业主要污染物日排放量情况
监测时间（2018年1月6日16时至2018年1月7日15时)

行政区划

市区

叶县

宝丰县

鲁山县

郏县

舞钢市

石龙区

合计

企 业 名 称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坑口电厂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天源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

舞钢市海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排放量(千克)
二氧化硫

1524.84
525.77

42.91
61.49
22.85
16.9

75.66

1439.95
15.92

409.55
1386.69

36.84
24.79

5584.16

氮氧化物
2712.51
890.87

109.04
202.57
121.74
59.35

919.48

2244.46
21.04

863.48
678.27

825.9
193.83

9842.54

烟尘
290.08
54.97

25.12
103.84
22.88
22.81

52.69

189.27
17.17

948.35
563.67

36.8
17.47

2345.12

企业日排放总量（千克）

4527.43
1471.61

0.00
177.07
367.90
167.47
99.06
0.00

1047.83
0.00

3873.68
54.13
0.00

2221.38
2628.63

0.00
899.54
236.09
0.00

17771.82

较2017年11月14日
增减±（%）

142
127

12
-12
45
-51

-16

-17
-64

-51
142

-35
-1

-32

备注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乔
培珠）“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去年我生
病住院花了快 2000 元，自己只出了 54
元。”1月5日，叶县田庄乡武楼村贫困户
郭怀中拿着医疗报销单说。

64岁的郭怀中是该村二组村民，属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 11 月因腰椎间
盘突出在田庄乡卫生院住院，前不久出
院 时 总 花 费 1942.57 元 ，合 规 费 用
1888.57元。

郭怀中的医疗支出是通过层层保
障线而被减免的。首先通过享受叶县
实施的贫困人口就医“六道保障线”，他
享受到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偿金额为
1399.71元，其次是平顶山市贫困人口医
疗补充救助补偿 244.43元，再次是叶县
扶贫小额保险补偿 244.43元，合计补偿

1888.57元，合规费用补偿率为100%，实
际补偿率达到 97.2%，个人仅用自付 54
元。

为避免因病返贫致贫，叶县实施
“10261”健康扶贫工程，即“十免、两降、
六提高、一兜底”，不仅让贫困群众住院
合规费用全额报销，而且筑牢了群众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防线。十免：免缴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30 元/年）、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60 元/年）、贫困
人口医疗补充救助保险（180元/年）、贫
困人口扶贫小额保险（126 元/年）的保
费，取消 9 种大病在省、市、县定点医院
治疗起付线，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住
院诊查费、住院押金和县域内救护车接
诊费，家庭医生免费签约。两降：降低
基本医疗参保费，政府补贴每年 30 元/

人，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六提高：
提高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10 个百
分点、大病保险报销比例5个百分点；33
个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住院病种发生
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县级、市级、省
级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提高到
80%、70%、65%；提高10个重特大疾病门
诊补偿比例，其中，门诊腹膜透析支付
比例提高到 85%，其他门诊病种支付比
例提高到 80%。一兜底：参保期内经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补偿及其他
政府项目补偿后自付的合规费用除住
院起付线外，100%报销。

道道保障线有效缓缓了贫困户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常村镇罗圈湾村
贫困户徐安义，去年10月因病在叶县人
民医院住院，总花费 11151.79 元，合规

费用 10180.72元，经过医疗补偿合规费
用全额报销，实际补偿率达到91.3%；廉
村镇坟台徐村一组贫困户李莲英去年
10月因病在昆阳镇卫生院住院，总花费
6600.68元，合规费用6308.16元，经过医
疗补偿合规费用全额报销，实际补偿率
达到95.56%……

“一直以来，我们的工作思路是让
贫困群众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最大限
度地让因病致贫的群众减少医疗支
出。目前，全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
实际补偿率基本达到90%以上。”县卫计
委党组成员全国成介绍，叶县以“少生
疾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为工作目
标，以创建国家健康扶贫工程示范县为
载体，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健康扶贫政策
体系。

看病花了近2000元，自己只掏54元

叶县贫困患者住院合规费用全额报销

本报讯 （记者魏广军）记者 1
月7日从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指
挥部了解到，上月5日，高新区启动
张寨村、韩庄村和任庄村 3个村的
征迁工作，至 1 月 6 日，涉迁 710 户
签约687户，完成96.8%。

高新区位于市区东部，辖27个
行政村，总人口约 7 万人，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该区紧抓国家政策
机遇，谋划对 7个行政村实施棚户
区改造，一期涉及张寨村、韩庄村
和任庄村，涉迁农户 710 户，3258
口人，征迁可收储1209亩土地。征
迁不但为高新产业发展预留空间，
还能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

上月 5 日，高新区启动 3 个村
的征迁工作。此次征迁，由高新区
管委会主导。高新区组织100多名

区机关、局委、镇（街道）干部奔赴
征迁岗位，克难攻坚，历时 1个月，
工作大头落地。

据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指
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介绍，高新区每
周二、周五召开例会听取情况汇
报，研究解决问题，管委会班子成员
经常深入一线，帮助破解工作难题，
推动征迁工作开展。村组干部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签订征迁
协议，带头搬迁。各工作组、镇（街
道）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做群众工
作，用真心诚意感化群众。坚持执
行政策不走分毫，一把尺子量到底，
做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让想占便
宜的人无利可图，让遵纪守法者得
到实惠，从根源上杜绝违法占地，违
法建设，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高新区棚户区征迁687户签约

知识问答政府采购

56.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当具
备什么条件？

答：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评审专
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
守法，无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
信用记录；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
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
域工作满 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规
定；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
作，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

不满 70 岁（对评审专家数量
较少的专业，对其技术职称、同等
专 业 水 平 、年 龄 条 件 可 适 当 放
宽），身体健康，能承担评审工作。

申请成为评审专家前三年
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不良行为记录。

57.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哪些
情形应当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答：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的，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
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
立评审；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
况；与供应商存在利益关系未回
避；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供应商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利
益；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拒不履行
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投诉
等法定义务；以评审专家身份从
事 有 损 政 府 采 购 公 信 力 的 活
动。 （邱爽）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1 月 3 日以
来，全市普降大雪，气温骤降，道路积雪
厚度达到 15 厘米以上并出现结冰现
象，全市交管部门迅速出击，全力以赴
战冰雪保畅通。连日来，全市共出动警
力2000余人次，警车600余辆次。

5 日上午，鲁山交警大队在该县中
心道路执勤时，发现南北向过往车辆在
经过红绿灯时，坡道路滑，难以起步。
交警立即找来铁锨对结冰路面进行清
理，使得车辆可以平稳通过路口。当
日，在鲁山县城区墨公路，城区执勤中
队的一位交警看到一个孩子独自一人
在道路中间玩雪，连忙上前把孩子抱到
路边。交警通过孩子的描述，抱着孩子

走了大约1公里才找到了家。
1月3日中午至4日，一场大雪降临

舞钢市。该市公安局杨庄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称，辖区袁门山上有人被困在
面包车内。接到指令后，杨庄派出所民
警蒋颖威、李永耀、院宗利 3 人冒雪迅
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安抚了
被冻得发抖的司机，并将其从车内救
出。随后，民警在车辆前后设置安全警
示提醒，并帮助受困司机离开。

1 月 4日，叶县交警深入客运企业，
下发停运通知书。为预防发生交通事
故，民警冒雪指挥疏导往来车辆，并在辖
区桥梁、陡坡两端布设警力疏导交通。

宝丰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执勤民警

顶风冒雪提前到达护学岗，全力保障学
生安全，赢得老师和家长们的高度赞扬。

由于大雪造成道路积雪结冰，我市
交管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和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单位，对冰雪路段、桥梁进行
融雪除冰，对国省道和高速公路进行巡
查监控，对易造成“ 堵点”的路段进行死
看硬守，采取分流绕行、分车型通行、警
车带道、间断放行等措施防止出现拥堵；
采取开启巡逻警车车载电子显示屏、鸣
笛喊话、闪烁警灯等方式，提醒过往车辆
保持安全车速。

截至目前，我市高速公路、国省道
未出现车辆、人员滞留，未发生大面积
交通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

辖区未发生大面积交通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

鹰城交警全力战冰雪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包晓聪）1月

6 日临近傍晚，舞钢市庙街乡东营村一道路交
叉口，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侧翻在道路旁的麦田
里，附近村民组织将车辆拉回路面。

1 月 3 日至 6 日，舞钢市普降大到暴雪，居
民出行和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为准确掌握贫困
群众的生活状况并给予及时救助，6日当天，心
系贫困群众的驻东营村第一书记张军召和驻村
工作队员刘明喆冒雪到东营村贫困户、五保户
家中走访，并为他们送去棉衣等生活物品。返
回的路上，由于临近傍晚，气温骤降导致道路结
冰，车辆行驶过程中不时出现打滑现象。当二
人驾车至该村末沟组与狼庄组交叉口转弯时，
车辆侧翻至路边麦田里。

事故发生后，二人自行从车顶天窗爬出。
附近村民闻讯后，纷纷赶来参与救援，在村民的
协助下叫来拖车公司车辆将事故车从满是泥泞
的麦田里拖出，至当晚7时许，事故现场处理完
毕，相关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车辆侧翻幸无人员伤亡

驻村干部冒雪扶贫走访

本报讯（记者程颖）1月 7日，叶舞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1 月 3 日以
来，该公司按照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除雪保通
工作。

该公司按照应急预案“雪停路通”的工作要
求，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划分责任区，靠前指挥，
统筹安排，24小时值班，通力协作。养护、路政
人员按预先工作安排提前赶赴各路段，设置道
路警示标志，做好隧道出入口、桥梁、匝道互通
区、收费站区等关键部位的除雪保通，提前撒布
融雪剂，昼夜双向作业，雪不停、作业不停，全力
以赴开展道路除雪融冰工作。

该公司监控中心利用LED显示屏、电子情
报板等平台实时发布路况、天气信息，提醒过往
司机谨慎驾驶。针对有少数车辆因打滑等原因
受困滞留的情况，采用局部抛撒融雪剂、防滑
砂，铺设草垫，拖车和装载机等清排障设备拖
曳、人工推行等方式积极救援，竭尽全力帮助受
困车辆安全驶离冰雪路段。

在实行交通管制时向过往司乘解释道路封
闭原因，收费站、服务区响应保通指示，及时疏
导、分流社会车辆，为主线通行创造良好条件。
向车道、广场、服务区的司乘人员免费提供应急
药品、开水、修车工具、防雪防滑设备、热汤热饭
等物品，得到了过往司乘人员的一致好评。

截至 1 月 7 日 11 时，叶舞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共出动除雪设备 105 台次，撒布融雪材
料230.5吨，投入除雪、保通人员361人次，提供
救援帮助 133 次。所辖道路未出现路面积雪、
车辆滞留现象。

叶舞高速积极除雪保通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西北风5级

左右，最高温度2℃，最低温度-8℃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记者
华义）日本一项新研究说，在口腔
内引发牙周病的细菌，还可能引发
连锁反应而加剧阿尔茨海默病等
痴呆症患者的症状。

阿尔茨海默病是常见的痴呆
症类型，目前研究认为其原因是贝
塔淀粉样蛋白在脑内异常堆积。
据日本《朝日新闻》6 日报道，日本
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等机构研
究人员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实
验鼠进行了实验，让其中一部分感
染牙周病病菌。

结果显示，感染病菌5周后，实
验鼠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区内，

贝塔淀粉样蛋白聚积量是没有感
染病菌实验鼠的 1.4 倍；在记忆测
试中，感染病菌的实验鼠认知能力
也出现下降，比不上虽患阿尔茨海
默病但没有感染病菌的实验鼠。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感染牙周
病病菌的阿尔茨海默病实验鼠大
脑内，病菌释放的毒素、免疫细胞
攻击病菌时产生的各种蛋白质的数
量均有所增加，研究人员认为这些
物质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实验鼠大
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数量增加。

研究人员说，虽然阿尔茨海默
病目前尚无法根治，但预防和治疗
牙周病可能有助控制病情。

研究说牙周病可能加剧痴呆症状

新华社石家庄1月7日电（记
者王昆 李继伟）为提醒广大群众
保持警醒，预防购买保健食品时上
当受骗，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和河北省公安厅专业人士对
保健食品类犯罪的侵害对象、高
发种类及犯罪手法进行了归纳梳
理。

保健食品违法犯罪的侵害对
象主要是中老年群体、儿童群体和
特定病患群体。犯罪高发种类为
减肥类、降血糖类、缓解体力疲劳、
降血压及壮阳类等保健食品。

专家提醒：一是如果感到身体
不适，请及时到正规医院、药店寻
医就诊购药，不要盲听盲信保健食
品功效；二是如果接到相关的邀请
或推销电话，请保持警惕，不要盲
目听信并及时挂掉；三是对打着免
费体检、免费讲座幌子的推销活动
应不予参加；四是遇到或发现前述
情况，如果不小心上当受骗或听到
亲戚朋友被骗，请及时向 12331 举
报平台或公安机关报案，并保存好
购买的保健品和相关消费证据，以
便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专家有四点提醒

预防保健食品上当

本报讯 （记者王孟鹤）1 月 7
日，市气象台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
报，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低温，8
日、9日有大风。

从 2 日至 7 日，我市迎来了两
轮降雪，据统计，2 日 20 时至 5 日 7
时，我市各县（市）国家观测站降雪
量为：舞钢市 31.1 毫米、汝州市 17
毫米、宝丰县 23.1 毫米、郏县 21.1
毫米、鲁山县 23.8 毫米、叶县 24.9
毫米、市区24毫米，全市达到暴雪，
局部大暴雪级别。5日20时至7日
7 时，我市各县（市）国家观测站降
雪量为：舞钢市5.7毫米、汝州市7.1
毫米、宝丰县 7.3 毫米、郏县 7.0 毫
米、鲁山县8.3毫米、叶县7.4毫米、
市区8.5毫米，全市达到大雪级别。

“两轮冷空气伴随着降雪过
后，本周我市将处于较长时间的低
温冰冻期，气温将持续在低位运
行，最高气温随着雨雪的消减，将
有小幅的回升，最低气温则会一路

下滑，到了 9 日、10 日凌晨气温将
刷新今冬以来的新低。”市气象台
工作人员表示，本周我市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五至十摄氏度，其中山
区的最低气温在零下十摄氏度左
右。

具体预报如下：9 日白天到夜
里，多云转晴天，西北风 5级，最高
温度 2℃，最低温度-8℃。10 日，
晴天间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高
温度 3℃，最低温度-8℃。11 日，
晴天间多云，最高温度4℃，最低温
度-8℃。

气象专家提醒，由于此次低温
冰冻持续时间较长，公众需注意预
防低温天气对城乡供水、供电、供
暖及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并做好
农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防寒
抗冻工作。另外，积雪会给交通带
来不便，公众出行需减速慢行，提
前规划好路线，远离树木、广告牌
等。

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低温

1 月 7 日上午，环卫工人在清理新
城区宏图路中段人行道上的积雪。3日
起，我市连续出现大雪天气，路面积雪

成冰，为给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行环
境，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新城区每天组
织环卫工人和大型机械对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及人行道上的积雪进行集中
清理。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