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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基本医疗有保障。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已有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2.3 万个，乡镇卫
生院 3.5 万个，村卫生室 59.9 万个，实现
县乡村全覆盖。
在 24 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
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从消除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
人员“空白点”
、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
因户因人因病精准施策、重点地区重点
疾病防控四个方面着手，我国深入实施
健康扶贫工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更加健全，
群众就近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战役。何锦国介绍，脱贫攻坚期间，中央
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4 万亿元，支持脱贫
任务重的 25 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十年来，我国历史性解决了部分地
区基层缺机构、
缺医生问题。国家卫生健
康委公布信息显示，
我国已实现每个脱贫
县至少有 1 家公立医院、消除了 6903 个
村卫生室无村医“空白点”、累计帮助近
1000 万个因病致贫家庭摆脱贫困。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同时，预
防因病致贫返贫、实施大病集中救治十
分关键。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已对 290 余万患大
病家庭进行专项救治，对 1216 万因患慢

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三部门：

受疫情影响企业
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河北篇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据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24 日电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9 次赴
河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河
北打赢脱贫攻坚战，接力乡村振兴，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河北
以“赶考”姿态，推进“老区”焕新颜、
“新区”显雏形，奋力书写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新答卷。

喜看“黄土变成金”
2012 年 12 月，太行山深处，河北
阜平县，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
摄氏度严寒，踏雪而来，看望慰问困难
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地方扶贫考察的首站。在这里，总书

记深刻指出，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
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
坚的总动员令。
地处京畿的河北曾面临十分严峻
的贫困问题：22 个县被列为燕山—太
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集革命
老区、山区和贫困地区于一身的阜平
县，有近一半人口深陷贫困。
“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
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习近
平总书记的话，既向广大党员干部提
出了要求，也给严冬中的特困村群众
送去温暖、带来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河北足迹里，始终镌刻着对贫困群
众的深深牵挂——
在阜平县骆驼湾村、顾家台村，向
困难群众嘘寒问暖，鼓励乡亲们“只要

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正定县塔元
庄村，强调“让农民群众不断过上好日
子，是体现我们党的宗旨的一个重要
方面”；在张北县德胜村，同村民一起
算家庭收支账，叮嘱要因地制宜探索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河北
省落实五级书记抓脱贫，232.3 万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
774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2 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
总书记到访时，骆驼湾村年人均
纯收入不足千元。2021 年，这个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 1.7 万元。
“如今，
家家住进新民居，村里有一半人家有
了小轿车，日子越来越好。”说起十年
巨变，
村民唐宗秀感慨万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河北
农村，
考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 年 8 月 24 日下午，地处燕山

余脉的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闻讯
而来的村民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我
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我们农
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乡村振兴。不仅
城镇要好，乡村也要好，乡村城镇一样
好。我们不能满足，还要再接再厉。”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起
现场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河北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以
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为方向，集中力
量打造 15 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一
批农业特色高端精品，加快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去年以来，布
局创建 50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新
建成 2300 多个美丽乡村。

“未来之城”显雏形
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
塔吊林立，热火朝天。一座承载着千
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拔节
生长。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
脉定向。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
区核心区概貌。
“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
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创新发展示范区。”在安新县召开座谈
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宣告为建
设雄安新区擘画蓝图。
2019 年 1 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
访，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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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江门）中微子实验站

“变形金刚塔”

安装完毕

记者昨日获悉，中科院（江门）
中微子实验站地下 700 米的实验
大厅内，为实现有机玻璃球自上而
下逐层安装的升降平台已安装完
毕并顶升至 38 米，为下一步有机
玻璃球安装工作做好了准备。
江门中微子实验核心探测设
备——中微子探测器位于地下实
验大厅内 44 米深的水池中央，它
由直径 41 米的不锈钢网壳、直径
35.4 米的有机玻璃球、2 万吨液体
闪烁体、2 万只 20 英寸光电倍增
管、2.5 万只 3 英寸光电倍增管等

病致贫的贫困家庭进行慢病管理。
“帮扶措施落实到人、精准到病，对
贫困患者实行精准分类救治。”何锦国
说，截至 2020 年底，健康扶贫工程已累
计救治 2000 多万人，曾经被病魔困扰的
许多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
行百里者半九十，人民健康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照《关于巩
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实施意见》，我国将进一步巩固拓展
健康扶贫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
实的健康保障，包括守住防止规模性因
病返贫的底线、守住保持乡村医疗卫生
服务全覆盖的底线、全面提升农村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等。

关键部件组成。
中科院（江门）中微子实验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升降平台是完成
有机玻璃球安装的重要辅助平台，
其直径和高度逐层可变，可谓“变
形金刚塔”，它将全程服役于有机
玻璃球的安装，工程人员将在该平
台上逐层完成有机玻璃的吊装就
位、拼接聚合、固化、退火、打磨、清
洗、贴膜等工序，最终完成有机玻
璃球的整体安装。
江门日报记者 张浩洋 通讯
员 刘悦湘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记者 24 日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到
期后进行补缴。在此期间，缴存职工正常提取
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受缓缴影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近
日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
的通知》。通知提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缴存人，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
作逾期处理，
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各地根据当地房租水平和合理租住面积，
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支持缴存人
按需提取，更好地满足缴存人支付房租的实际
需要。
通知提出，上述支持政策实施时限暂定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要通过综合服务平台等渠道，实现更多业务
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保障疫情期间住房公
积金服务平稳运行。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暨主任会议召开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江门日报讯 （记者/梁佳欣 通讯员/区志
宏） 昨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易
中强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
第十次主任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总书记重要文章《正确认识
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市领
导钟军、
冯立坚、
吴国杰、
甄仁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信仰、勇担
重任，以人大依法履职成效助推我市青年工作
上水平。要做好机关团支部成立工作，
做好
“传
帮带”，有针对性地加强青年干部政治历练、专
业训练、实践锻炼；要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等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营造安全良好的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好、完善好、
发展好，
找准人大工作切入点，
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党对
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谋划推进人大工作，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
的地方组织法，
进一步完善我市人大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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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4.7万名学生
将参加今年中考

中考总分仍为 800 分
各科分值和权重比例与去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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