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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人民医院：

倾力打造优秀住院医师孵化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张宇 文图
给住培学员技能操作练习提供
更优质的环境，专门为基地安
排教学用房面积 8000 平方米,
并配备了价值 1200 万的教学
设备，含内、外、妇、儿及模拟
ICU 等 20 多个实训室，并设立
多媒体教室 4 间，可容纳 500
人同时上课；建立图书馆，藏书
3 万余册，
随时供学员借阅。
2018 年初，焦作市人民医
院又花费300万元，
购置了标准
的OSCE考站，
用于学员平时的
出科考试、
技能竞赛以及住院医
医院领导定期到住培基地督导
师规范化培训的结业考核等，
并
购买临床思维能力训练系统，
让
学员可利用百余个经认证的病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国家培养合格住院医师的必由之路，
例反复进行思维能力训练，
智能
也是医学临床专家形成过程的关键所在，住培基地也被称为优秀
化挖掘和评价学员思维过程，
帮
住院医师的“孵化器”。作为全省首批 17 家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
助学员形成并固化正确的临床
化培训基地之一，也是目前焦作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
思维能力。今年，
该院又全面上
化培训主体基地，焦作市人民医院的发展经验，值得一提。
线住培管理系统和考试系统，
用
在这方面，焦作市人民医院高度重视，通过加大基地投入、改
以满足学员轮转及时查和学员
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规范创新教学、提高
学习即时练、即时考、智能化的
学员能力等一系列措施，倾心倾力打造省一流住培基地，使得住
功能需求。另外，
该院为住培学
培学员的执业医通过率达到 87%，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并因此
员宿舍配备了中央空调、24 小
获得 2018 年度“河南省卫生健康科技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受到
时热水、独立卫生间，以及三名
中国医师协会、省市卫健委等上级单位的一致好评。
专职宿管人员和一名专职清洁
人员。

全面加强
基地硬件设施建设
基地设施建设，是培养优

秀住院医师的基础。为了给住
培学员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
境，焦作市人民医院在 2014 年
底全科医师楼投入使用后，为

注重师资力量
创新教学模式
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
优秀的学员。住院医师培训工

焦作保险人

“为爱起跑，让爱传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施学霞 通讯员 任明丹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值
第七个“7·8 全国保险公众宣
传日”之际，由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指
导、焦作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
的“7·8 扶贫公益跑”活动在焦
作市龙源湖公园隆重举行。焦
作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刘志
刚、焦作银保监分局副局长毕
国胜出席活动，全市 48 家保险
机构和部分保险代理机构的近
600 名从业人员参加活动并沿
该公园步道跑步两圈，为“扶贫
公益跑”捐赠步数。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
日”自 2013 年正式确立以来，

已是保险业普及保险知识、塑
造行业形象的重要载体，今年
又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
是新中国保险业奋进发展的
70 年，焦作保险业紧紧围绕年
度主题“爱国爱家，从一分保障
开始”，开展了“中国保险大讲
堂”
“ 保险五进入”
“ 爱，从一分
保障开始”主题短视频录制等
一系列宣传活动。当天的“扶
贫公益跑”也是“7·8 全国保险
公众宣传日”重要活动之一，通
过身体力行，捐赠里程步数就
可以聚集万众之力，获得由保
险业捐赠的扶贫项目，惠及贫
困人口及家庭。焦作市保险行

业通过多渠道、多角度宣传和
普及保险知识，使社会公众了
解保险、关注保险、支持保险，
全面展示有价值、有担当、有温
度的行业形象。
近年来，焦作保险业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
贯彻落实保险“市十条”精神，
紧紧围绕社会发展工作大局，
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取得
了积极成效。目前，焦作保险
市场有主体 49 家，从业人数近
5 万人，为焦作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提供风险保障达 2724
亿元，在保障民生、参与社会管
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明显。

农行焦作分行

扎实推进
“惠农 e 贷”业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施学霞 通讯员 郑治国 安良浩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农行焦
作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以
及总分行服务“三农”工作的新
部署、新要求，积极履行金融扶
贫和服务“三农”政治责任，顺
应农村数字化发展趋势，围绕
“一县一惠农 e 贷、一特色产业
一惠农 e 贷”的目标，大力推动

传统农户贷款业务转型，提升
办贷效率和服务能力，为广大
农户带来全新服务体验。截至
6 月末，焦作农行“惠农 e 贷”余
额达到 1.55 亿元，较年初净增
1.07 亿元，按时完成了省行下
达的任务目标。
据了解，
“ 惠农 e 贷”是农

业银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一款线
上化、批量化、便捷化、普惠化
的贷款产品。该产品有效破解
了长期存在的农民贷款门槛
高、审批慢、抵押担保难、用款
成本高的难题，提高了农户贷
款的可得性、便捷性和普惠性。

作启动之后，焦作市人民医院
专门成立了以院长、书记为组
长的领导小组，由科教科负责
全面开展住培各项工作。为了
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每一次召
开住培领导小组会议、专业基
地座谈会、教学秘书交流会，均
由该院一把手组织召开，院领
导班子主要成员全部参加。
同时，该院修订和下发了
《焦作市人民医院关于调整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机构的
通知（试行）》
《焦作市人民医院
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绩效
考核及职称晋升加分补充规定
（试行）》等文件，要求培育导师
均从副高以上职称、热爱教学
及住培工作、熟悉住培政策的
带教师资中选取，并对住培师
资、职称晋升加分等进行调整，
充分调动住培教学人员的积极
性，尽量多地把热爱教学、认真
负责、积极参与住培工作的人
员充实到带教队伍中来。
去年 11 月，该院举办院级
师资培训班两期，组织专家对
住培政策、内容与标准、资料整
理收集、轮转表制定、全科标
准、学员手册内容进行深入解
读 ，培 训 住 培 教 学 人 员 126
人 。 另 外 ，该 院 去 年 外 派 85
人，共参加 24 次省级以上师资
培训班，极大地提升了住培基
地的师资水平。

不断规范创新教学模式。
积极提升学员临床诊疗能力，
才是住院医师培训的根本。在
日常培训开展中，焦作市人民
医院科教科详细制定各项理论
及技能培训计划，严格按照计
划执行开展实施，培训内容更
是紧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内容与标准》，由各级带教老师
定期开展理论授课、技能培训、
教学查房、教学小讲课等教学
活动。
此外，该院重视考核通过
率，科教科积极购置结业考核
复 习 资 料 、执 业 医 师 复 习 资
料，免费提供给学员，并组织
学员集中学习，观看视频。为
进一步强化学员技能操作水
平，2018 年，该院各专业基地
累计开展教学查房 300 余次，
教 学 小 讲 课 1000 余 次 ，疑 难
病例讨论 180 余次；今年 4 月，
该院又组织了首届住培学员
手写病历竞赛，让每名学员提
交两份当月手写病历，由质控
室按照病历标准进行打分，并
最后按分数高低评出优胜者，
发放奖金。
由于焦作市人民医院住培
教学工作扎实有效，前不久，该
院成功申报成为焦作市唯一一
家“麻醉康复紧缺专业培训基
地”
，并接收学员 82 人。

农行建设路支行为客户提供
“小店”
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施学霞 通讯员 郑治国 安良浩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农行
完成后一键分享小店给微信
焦作建设路支行大力推广
好友或朋友圈，客户在阅读
“金融小店”，并制定了活动
时只需轻松一点即可跳转到
方案，
建立了奖惩机制。
掌银完成产品购买，无缝衔
据了解，
“农银金融小
接的操作进一步减少了客户
店”是农行员工利用自有产
等 待 ，进 一 步 提 升 客 户 体
品“ 移 动 营 销 宝 ”申 请 成 为
验。近两个月来，该行通过
“小店店长”，在小店内定制 “金融小店”共销售理财 97
并上架信用卡、理财、大额存
笔、4000 余万元，获得了广
单等热门产品和服务，定制
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爱国主义教育搬进公交车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施学霞 实习生 张宇
本报讯 为庆祝建党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焦作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党
支部把爱国主义教育与车厢
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把爱国
主义主题教育搬进了 21 路
公交车厢，激发人们的爱党、

爱国情怀。
记者踏上了 21 路“国旗
车厢”，只见车厢顶部两侧各
悬挂着一列整齐的国旗，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社
会主义好》
《我和我的祖国》
等主旋律歌曲在耳边回荡。

焦作共产党员标志公交车运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施学霞 实习生 张宇
本报讯 在焦作，细心的
市民发现，在市区 21 路、10
路、15 路公交车中，
分别有一
辆张贴着红色的“共产党员
服务车”标志的公交车在运
行。
据悉，今年 2 月 25 日，焦
作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党支
部举行了“共产党员服务车”

挂牌仪式。
“通过亮身份、亮承诺，
进一步增强党员意识，强化
自我约束，提高服务质量，使
党员服务车成为优质服务的
标杆，让红色身份在车厢闪
光，为城市添彩。”焦作市公
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党支部书
记郭晓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