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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要闻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一

晨报讯（见习记者 常凯 王丹枫）12 月 30 日上

午 9 时，“紫府饰家杯”美丽家乡·时尚鹤壁摄影大赛开

镜， 市摄影家协会外景拍摄基地揭牌仪式在淇滨区华

夏南路正阳商厦紫府饰家门口举行。

此次大赛由鹤壁市文联、鹤壁日报社、鹤壁市摄影

家协会、北京紫名都装饰集团鹤壁分公司共同举办。 本

次大赛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拍摄内容分时尚人像拍摄和自由人像拍摄两大类。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 30 分进行了时

尚人像艺术创作活动。 模特儿以生活家居馆为背景，服

装体现春之色、夏之容、秋之色、冬之韵 4 个篇章，共 4

组参赛人员拍摄，参赛人员不断地按下相机快门，聚精

会神投入到摄影创作之中。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 月 9 日， 参赛人员可凭证

件自行组织到基地进行摄影艺术创作活动。 自由人像

拍摄以鹤壁风光为背景，地点自定。

参赛人员需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12 日报送

参赛作品。 2013 年 1 月 13 日，由摄影专家、领导组成的

评委会将进行评奖，拟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

三等奖两名及优秀奖 30 名。 获奖作品将参加鹤壁市首

届人像摄影精品展，择优在《中州文艺》、《鹤壁摄影》、

《时尚鹤壁》（专辑）和鹤壁摄影家协会网发表。 报名地

点：淇滨大道中段，市政府第三综合办公楼一楼西头。

报名电话：0392-3327786。

河南省第二届“金蚂蚁”创意产业年度颁奖典礼在郑州举行

我市荣获“2012 中原经济区最具创意优势城市奖”

晨报讯（记者 席适之）12 月 27 日，河南省第二届“金

蚂蚁” 创意产业年度颁奖典礼在郑州举行， 我市荣获

“2012 中原经济区最具创意优势城市奖”， 浚县屯子镇、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获得“2012 中原经济区最具创意特

色乡镇奖”，另外，浚县还荣获“2012 中原经济区最具创意

潜力区县奖”。

据了解，2012 中原经济区“金蚂蚁”年度大奖评审团经

过历时数月的征集、海选，从中原经济区各个城市提交的众

多创意产业领域优秀项目、企业、创意机构与个人代表中评

选出获奖单位。“金蚂蚁” 创意产业年度大奖创办于 2011

年，由河南省文化强省建设协会、河南省创意产业协会、河

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发起，由郑州跨界创意产业中心承办，通

过推介与表彰先进创意事业代表， 鼓励中原经济区文化创

意产业优秀企业、人才不断进步。 近年来，“金蚂蚁”创意产

业年度大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年扩大， 已成为河南省文

化创意产业的最高奖项。

摄影爱好者在拍摄时尚模特儿。

晨报讯（记者 杨阳）12 月 28 日上午，在淇滨区华

夏南路与紫荆巷交叉口，刚刚从淮河路搬迁到这里的鹤

壁银行淮河支行正式开门营业了。 虽然没有举行隆重的

搬迁仪式，而且天还下着小雪，但这并没有影响众多忠

实的老客户来办理业务的热情。

和老伴儿一起来存钱的韩女士一大早就来到了淮

河支行的新营业厅，她对记者说：“我们以前在山城区居

住时就是鹤壁银行的忠实客户了，今天知道淮河路支行

搬到华夏南路了，就来这里存钱了。 ”韩女士的老伴儿也

说，感觉新营业厅地方更大了，环境更好了，办业务也更

方便了。

据淮河支行韩新英行长介绍， 搬到新的营业厅后，

他们的营业面积从过去的 70 多平方米增加到了 248 平

方米 ， 还新增了自动存取款机和自动取款机各一台 ，

营业窗口也从 4 个增加到了 6 个， 可以为储户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紫府饰家杯”美丽家乡·时尚

鹤壁摄影大赛开镜

摄影爱好者快来参加吧

我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门诊统筹明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居民门诊看病能报销啦

晨报讯（记者 李丹丹）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我

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将实施。参保居民在定点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范围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超过 50 元的部分，由门诊

医疗统筹基金按 50%的比例支付，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

限额为 300 元。

这次门诊统筹的范围包括我市行政区域内参加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门诊统筹资金按每人每年

60 元的标准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列

支，参保居民个人不缴纳此费用，可直接享受相应待遇。

实行门诊统筹后， 不再向参保居民门诊账户注入资金。

本年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可在次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享受待遇。

门诊统筹的待遇标准为，参保居民待遇享受期内发

生的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普通门诊

医疗费用， 超过 50 元的部分， 由门诊医疗统筹基金按

50%比例支付，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 300 元。 重

大疾病门诊医疗费和在非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

生的门诊医疗费，不享受该待遇。

参保居民门诊统筹实行定点就医管理，即参保居民

在选定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才能享受门诊统

筹待遇。 参加门诊统筹的定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有，九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妇幼保健院）、长江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钜桥卫生院）、 黎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淇滨区妇产医院）、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庞村卫生

院）、鹿楼中心卫生院、鹤壁中医骨科医院、朝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长虹脉管炎专科医院）、鹤壁建筑医院、汤

河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鹤山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鹤壁集镇卫生院）、鹤山区中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姬

家山乡卫生院）。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昨日召开

多渠道让居民钱包鼓起来

市委书记丁巍围绕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做好我

市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了三句话。

晨报讯（记者 贾正威）12 月 30 日下午，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市人民会堂三楼会议室召开。 市

委书记丁巍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长魏小东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

顾总结了 2012 年全市经济工作，并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

不只回顾成绩，更清醒问题所在

市长魏小东从 6 个方面回顾总结了 2012 年我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成

绩：一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二是城乡面貌明显提升；三是现代

农业再创佳绩；四是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五是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六是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

“从总体上看，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我市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来之

不易，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

经济总量小、 竞争力较弱等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

视，认真加以解决。 ”魏小东说。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 15 万元

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啥？魏小东在会议上对明年经济工作的 8

项主要任务作了阐述：一是突出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二是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四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五是加快文化

发展繁荣；六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七是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八是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

谈到保民生，魏小东说，要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 ,努力实现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完善新农合和城镇医保政策，新农合最高支

付限额提高到 15 万元。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市委书记强调三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持续创新，提升发

展。这是市委研究确定的明年工作的

总基调。 这一总基调，不仅体现了重

在持续的思想， 而且内涵更丰富、层

次再提升、要求更高了。

第二句话是责任如山， 重在担

当。 有责任才能尽心工作，敢担当自

会奋勇前行。 当前，鹤壁的发展已经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

势下的目标和任务， 面对如山的责

任，尤其需要果敢的担当。 如果每一

位领导干部都能做到有担当，鹤壁先

行先试走在前面的进程一定会更好

更快。

第三句话是重在行动， 狠抓落

实。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要从学习领会、结合实

际、突出重点、转变作风、强化领导这

几个方面狠抓落实。

丁巍说，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

八大精神和实施《中原经济区规划》

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

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做

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

重大。我们要把握“持续创新、提升发

展”的总基调，全力把鹤壁发展推向

新阶段。

鹤壁银行淮河支行迁至华夏南路

12 月 30 日， 乌克兰基

辅芭蕾舞团在市艺术中心

演出经典芭蕾舞剧 《天鹅

湖》。 该剧取材于古老的童

话故事， 王子与公主的爱

情缠绵悱恻， 用芭蕾语言

来表现，更显诗情画意。 基

辅 芭 蕾 舞 团 有 着 正 统 、专

业、 标准化的艺术形式，细

腻、优美的舞蹈风格。 欣赏

《天鹅湖》，不但可以观看如

诗如画的舞蹈，还可以重温

柴可夫斯基的优美音乐。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百年经典《天鹅湖》

舞动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