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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邵瑞、薛天）“今年我
自己通过合疗报销了两笔比较大的治疗费，
村镇干部很快就找上门来了解情况。我当时
还奇怪，他们怎么知道的？”
　　方行菊居住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谭坝
镇松坝社区，丈夫务工在外，她在家门口的社
区工厂上班。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却因为婆
婆患上恶性肿瘤而被打破。
　　“照顾小孩的婆婆生病以后，我只能辞去
工作照顾他们俩，收入减少了。”方行菊说，

“治疗费虽然大部分报销了，但自费的部分今
年也有近两万元，压力很大。”
　　不等方行菊开口反映困难，就能引导村
镇干部找上门的，是汉滨区政府利用医保大
数据开发出的脱贫户风险预警监测系统。这
套系统今年 5 月份上线运营，通过实时监测
全区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等重点人群的参
保、门诊、住院、缴费等信息，每月筛查出个人

负担费用较大的家庭，由汉滨区医保局等部
门反馈到各镇、街道，再由基层入户调查，最
终因户施策进行帮扶。
　　汉滨区医保局局长王功江介绍，汉滨区
地处秦巴山区，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之一，全区边缘易致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突
发严重困难户“三类人群”分布广、监测难
度大。
　　针对这一情况，汉滨区通过脱贫户风险
预警监测系统包含的多项指标筛查重点人
群，如个人月门诊、慢病、住院负担费用合计
超 3000 元；个人年负担费用累计超 1 万元；
个人季度住院频次过高、时间过长等，打造新
的工作流程，改变了原有的户申报、镇村排
查，再向上汇报的自下而上的监测方式，形成
了自上而下、直接交办的机制，也打破了部门
间的“数据壁垒”。截至 10 月，系统已提供信
息 500 余条，经入户走访、综合研判后，区各

级部门和镇村联动，落实了相关人员的防返
贫措施。
　　“防范因病致贫返贫，以前主要靠基层干
部逐户走访，工作量很大，也存在滞后性。现在
通过上级部门按月反馈过来，我们再入户，更
快更精准。”汉滨区谭坝镇人大主席李飞说。
　　为巩固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汉
滨区还成立了因病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工作
领导小组，并明确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综合
帮扶的措施，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实现精准
帮扶。由汉滨区红十字会、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慈
善协会等部门，根据帮扶对象和情况的不同，
落实医疗费用帮扶、低保、特困供养救助、托
底安置、代缴养老保险费、产业奖补、社会捐
赠等不同层次的帮扶措施。方行菊被安排了
可以兼顾照料家人的公益性岗位，每月收入
1800 元，全家还收到了来自区民政部门的

5000 元临时救助。
　　在汉滨区五里镇便民服务大厅，记者
看到窗口办事员杨文婧运用崭新的高拍
仪，7、8 分钟就能为群众办理一单医保报
销业务。据介绍，今年下半年，汉滨区通过
配发设备、培训人员，使全区各乡镇街办都
能通过传回电子资料的方式，办理医保报
销等 38 项业务。
　　“好处在于，偏远乡镇的患病人员不需
要再赶到区上报销合疗，群众少跑腿；另一
方面，报销越方便，患者家庭就能报得越及
时，医保大数据监测系统就能更早发现问
题，介入更快，避免耽误治疗。”王功江说。
　　汉滨区区长吴大林表示，建立防范化
解因病返贫长效机制，首先需要用及时有
效的监测识别出风险人群。以医保大数据
监测作为龙头牵引，可显著提升精准识别
效果，推动精准帮扶工作有的放矢。

患病群众未开口，干部帮扶找上门
陕西用大数据助力防范群众因病致贫返贫

　　新华社郑州 12月 13日电（记者冯大鹏）
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成功 1985 年
至 1987 年期间所犯强奸罪、投机倒把罪、流
氓罪再审案和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所犯强
奸罪、故意损毁文物罪上诉案作出判决，数罪
并罚，决定判处张成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郑州警
方于 2021 年 3 月侦办张成功涉嫌强奸犯罪
一案时，发现张成功曾于 1990 年被判处死
刑及经改判、保外就医、减刑出狱后又重新犯
罪的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即对张成功
1985 年至 1987 年期间所犯强奸罪、投机倒
把罪、流氓罪一案的审判和刑罚执行情况进
行全面审查，发现本院 1998 年再审判决在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经审判委

员会研究，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决定对该案
进行再审。再审期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对被告人张成功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新犯强奸罪、故意损毁文
物罪一案作出判决，以强奸罪、故意损毁文物
罪并罚，判处张成功死刑。宣判后，张成功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为便于诉讼
及全面查明案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
将张成功再审案与上诉案合并审理。
　　经审理查明：1985 年至 1987 年期间，张
成功利用金钱、物质引诱等手段，先后强奸四
名幼女、三名少女；还利诱十四名青少年女性
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在经营工程车辆修理中
对主要配件以旧充新，牟取利益。三门峡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1990 年 6 月 23 日作出一审
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投机倒把罪并罚，对

其判处死刑。张成功不服，提出上诉。1991 年
9 月 29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其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8 年 5 月 8 日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十五年。
刑满释放后，张成功不思悔改，又于 2017 年
至 2021 年期间对七名幼女多次奸淫，并于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在项目施工中严重破
坏省级文物保护遗址--荥阳市陈沟遗址。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成功
于 1985 年至 1987 年期间奸淫幼女、强奸少
女多人，犯罪动机卑劣，犯罪后果严重，并利诱
多名青少年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通过投机倒
把攫取巨额利益，且系解除劳教后三年内又实
施犯罪，依法应从重处罚。三门峡市中级人民
法院 1990 年 6 月 23 日依据当时法律作出的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定罪

准确，判处死刑适当；1991 年二审改判张成
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 1998 年再审改判
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
法律上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张成功刑满释
放后短时间内又奸淫幼女多人，且在因故意
损毁文物犯罪被取保候审期间，仍继续实施
强奸犯罪，罪行极其严重，又系累犯，依法应
予严惩。综合考量张成功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判决撤销本院 1991 年 9 月 29 日二
审判决和 1998 年 5 月 8 日再审判决，维持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0 年 6 月 23 日
作出的一审判决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10 月 22 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决定
判处张成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河南高院对张成功案作出死刑判决

  新华社上海 12 月 13 日电（记者周蕊）近期受
到舆论质疑的上海文峰美发美容有限公司 12 日晚
间发表声明致歉，表示正在将消费者的预付消费与
政府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此项工作预计于
十个工作日以内陆续完成。
　　对老板搞个人崇拜、吹“彩虹屁”，文峰奇葩的企
业文化近期引发网络“围观”。此后，文峰官网无法
打开，被定位为“浩哥思想、浩哥政令、文峰资讯”发
布的“今日文峰”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已经全部
删除。
　　文峰在最新声明中称，将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并接受社会大众、媒体以及相
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正在
努力整改。
　　新华社此前发布的深度调查稿件《控制“一小”、
套路“一老”——— 看这家连锁企业如何把“洗头变洗
脑”》中指出，文峰门店向消费者推出了多款“产品+
服务”打包套餐，本质上就是预付性消费行为，通过
这一“套路”，文峰得以规避相关预付卡和预付资金
监管的法律法规。
　　针对预付消费问题，文峰在声明中表示，将按照
上海市关于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的相关管理规定，将
文峰直营和加盟连锁门店业务系统与政府协同监管
服务平台信息对接，此项工作预计于十个工作日以
内陆续完成。
　　截至 12 月 7 日，2021 年上海市消保委系统收
到对文峰的投诉 476 件，同比增长 45%。投诉集中
在诱导大额消费且拒不退款，售后服务拖延推诿，以
及以“加盟店”为由、怠于承担企业责任。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部门介绍，上海文峰美
发美容有限公司存在涉及单用途预付消费卡、价格
和广告宣传等违法行为，已对其立案调查，目前案件
正在调查处理中。

文峰美发美容：

消费者预付消费将对接

政府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蔡胜明到底还是贱卖
了家里的发电机，虽然损
失好几万元，但他还是很
高兴，总算完成一桩心愿。
　　隔着几座大山，刘文
兵从浙江新买的制茶机已
经在路上，预计 12 月 14
日就能运到厂里。尽管投
资将近百万元，刘文兵心
里有底。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蔡胜明所在的安徽省
六安市霍山县磨子潭镇堆
谷山村和刘文兵所在的安
庆市岳西县古坊乡下坊
村，两地都在大别山里，以
前都是水电供区，两个山
村的能人饱受缺电之苦。
　　由于历史原因，安徽
省包括霍山县、岳西县在
内的 6 县（市）建有水电供
区，供电人口 50 多万人。
两年前，记者在水电供区
采访时了解到，水电供区
部分线路、变电站设备线
路老化、超期运行，安全隐
患多且经常停电，制约着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打雷下雨停，刮风下
雪停，晴天检修还要停。”
蔡胜明说，因为山里风景
好，经常有游客光临，家里
投入不少钱开了农家乐，
没有客人来焦心，客人来
了又担心，“随时可能停
电，客人甩头就走还是小
事，主要是咱心里过意不
去，生意是得过且过。”
　　为应付停电，2016
年，蔡胜明狠狠心，花 6 万元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
　　“解决了一点问题，但带来的问题更多：噪音太
大，住宿的客人受不了；耗油量太大，烧钱。”蔡胜明
说，发电机买回来好几年，也就用过 20 来次，实在没
办法了才会用。
　　“就盼着政府能把线路整个改掉。”记者两年前
走访时，这是蔡胜明和刘文兵共同的心愿。
　　刘文兵和他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茶叶专家，家
里开了茶厂，生产当地的特色绿茶岳西翠兰，带动周
边几十户茶农增收，其中还有十几户困难帮扶户。
　　刘文兵说，岳西茶品质好，有茶不愁卖，但在制
茶过程中，停电、电压低成为他的心头之痛。
　　“电压太低，我以前只能选择在半夜制茶，因为
我一开机器，其他村民家的电灯都亮不起来了。”刘
文兵说，有一次停电，1000 多斤鲜叶无法及时杀青，
损失超过 6 万元。
　　 2019 年 11 月，安徽省水电供区改革启动，水电
供区电网资产和供电业务移交国家电网。根据计
划，水电供区到 2022 年完成电网改造，实现供电服
务均等化。
　　蔡胜明和刘文兵所在的村子，电网改造于去年
和今年相继完成，他们再不用为用电的事发愁。
　　蔡胜明的发电机用不上了，尽管最后只卖了 1
万元，蔡胜明说，相比以前用电不便，这点亏可以吃。
　　刘文兵决定给厂里的机器更新换代，他花费近
百万元，要打造一条岳西翠兰标准化生产线。“明年
我有新目标，除了扩大规模，不管是从茶叶品质还是
产量上，都要更上一层楼。”刘文兵说。

（记者陈尚营、刘军喜、杜宇）
新华社合肥 12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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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兰州 12 月 13
日电（记者王博）拿到房屋不
动产权证书的一刻，65 岁的
兰州市民李先生内心五味杂
陈。“7 年的等待总算有了结
果，了却了我一桩难心事。”
李先生说。
　　李先生家住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亚太国际公馆。该
楼盘 2010 年建成并面向社
会销售，由于地产开发易主，
土地出让金缴纳陷入纠纷，
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2014
年，李先生购买了这里的房
产。自此，他也和其他业主一
样，开始了漫长焦灼的等待。
　　业主们的期盼在今年有
了回音。7 月中旬，工作人员
开始上门丈量房屋面积。之
后申报资料、核定、缴税……
李先生终于拿到了苦盼多年
的不动产权证书。
　　“心里有老百姓的时候，
再小的事情都是大事。千难
万 难 ，真 心 为 老 百 姓 就 不
难。”李先生说。
　　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
不动产“登记难”影响群众落
户、子女入学、房产买卖，是
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揪
心事。今年以来，甘肃省聚焦
这一难题，全面摸排、研判分
析，厘清政府部门、开发建设
主体和购房人责任，简化办
理程序，明确任务时限，综合
运用法律、市场等多种手段
攻坚，最大限度保障群众财
产权利。
　　截至目前，甘肃省累计
发现涉及“登记难”问题房屋
81 万余套，化解 50 万余套，
化解率超六成。

　　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存量大的兰州市，
通过推行“证缴分离”“证改分离”“证审分
离”，将群众不动产权证办理和企业税费征
缴、专项验收等区分开来、同步推进，提高办
理效率。嘉峪关市采取设立服务专窗、下沉
项目小区现场受理、开辟“绿色通道”、为行
动不便人群提供上门服务或协调社区集中
代办等方式，确保群众不动产登记“即来即
办”。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甘肃省相
关部门进一步总结经验、优化流程，在兰州、
酒泉、白银等地探索试行“交房即交证”，杜绝
形成新的登记难题，遏制问题增量。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还将加快推进问题化解，不让群众为历
史遗留问题“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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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沈汝发）“前不久，你
们为我的房间进行了一次大改造，让我拥有
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今后我再也不用趴
在小凳上做作业了。你们的爱心让我感受到
无尽的温暖，你们的帮助就像一盏明灯，点燃
了我人生的光芒和希望……”
　　这是南京市六合区城西中学学生小唐给
共青团南京市六合区委写的一封感谢信。六
合团区委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儿童等困境青
少年开展“梦想改造+”关爱计划，改善他们
的学习生活环境。
　　“不少家庭困难的孩子，居住环境非常破
旧，生活设施匮乏，看了让人很心疼。”共青团
南京市六合区委书记耿娟娟说，团区委为此
依托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团组织资源，争取民
政、城建、房产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
持，为他们改造建设“梦想小屋”。
　　马鞍街道玉王村的小宋读小学时父亲去

世，母亲改嫁，一直和年迈多病的奶奶生活。
记者采访看到，原来简陋的卧室改造之后焕
然一新，床、衣橱、书桌等一应俱全，书桌上摆
放着很多书籍，墙壁上贴着奖状。“原来暗沉
沉的，现在又干净又敞亮，看着心里很舒服。”
她的奶奶高兴地说。
　　“梦想小屋”建设期间，基层团工作人员
几乎每天跟进协调项目进度，青年志愿者们
帮助搬运物资。“改造中，我们充分尊重孩子
的意见。”马鞍街道团工委书记王雨竹说，“原
来想女孩子可能喜欢粉色，她说喜欢蓝色，我
们就选择了蓝色调。她喜欢围棋，我们在礼包
中就准备了围棋”。
　　另外，六合团区委还促成 20 家爱心企
业与 100 名困境青少年结对，为孩子们提供
图书、文具、篮球等礼包。
　　“梦想小屋”只是“梦想改造+”关爱计
划的起点。耿娟娟告诉记者，在上级团委

的指导下，团区委构建了“ 1+3+6 ”的关
爱服务体系，“ 1 ”是一间梦想小屋；“ 3 ”
是三项结对机制，包括“一对一”结对帮
扶、月常态走访、季集中关爱；“6 ”是六个
关爱项目，包括心理课堂、爱心暑托班、
实现微心愿、暖冬行动、悦读计划、爱的
回音等。
　　据介绍，六合区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配备 9 名青少年事务社工，安排了 13
个周末“公益课堂”服务项目，为孩子们在
心理关爱、亲情陪伴、课业辅导、眼界拓展
等方面提供帮扶。
　　“梦想小屋不仅让孩子们住得方便、舒
心，而且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给了
他们一种安全感、幸福感。”耿娟娟说，团区
委将持续为困境青少年提供常态化服务，
实现从“焕新小屋”“焕新生活”到“焕新精
神”的提升，助力他们筑梦起航。

南京六合：“梦想小屋”守护困境青少年

江西安义：古村研学乐
  在安义县古村群景区，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参观（12 月 9 日摄）。近年来，江西安义县利用
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研学旅游项目，通过开展手绘脸谱、宋代点茶、古村落游览等一系列
丰富有趣的课程，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