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牟县、尉氏县、宜阳县、郏县、安阳县、
淇县、卫辉市、沁阳市、南乐县、襄城县、
临颍县、卢氏县、西峡县、睢县、息县、
郸城县、泌阳县、济源市、巩义市、
兰考县、汝州市、滑县、长垣县、邓州市、
永城市、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

28个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的试点县（市）是：

民生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 贺笑天 美编 扈森

AⅠ·05

先治病后交费、看病不出县、家门口也能做“大手术”……

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河南28个试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7月30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 28 个试点县
（市）已全部出台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
施 方 案 。 力 争 到
2020 年底，县域就
诊率达到90%，县域
内基层就诊率达到
65%左右，有效缓解
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

建设县域医共体
河南28个试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向
公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前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的短板。河南省
60%~70%的优质医疗资源
集中在大城市，城市大医院人
满为患。相对来说，虽然农村
医疗卫生机构覆盖的人口多，
但资源不足、人才短缺、综合
服务能力不强，老百姓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信任度不高。
对此，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阚全程说：“解决县域
内居民医疗卫生问题，必须做
强县级医院、做活乡镇卫生
院、做稳村卫生室，实现县乡
村一体化管理，让群众享受更
高水准的诊疗服务，切实做到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7月30日上午，河南省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专题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
会上，阚全程、省委改革办副
主任王旭，息县县委书记金
平，郸城县县委书记罗文阁等
负责人就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据介绍，去年12月，省政
府在息县召开了全省县域综
合医改工作现场推进会。会
议明确要求今年在 28 个县
（市）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试点。这些试点县（市）
包括中牟县、尉氏县、宜阳县、
郏县、安阳县、淇县、卫辉市、
沁阳市、南乐县、襄城县、临颍
县、卢氏县、西峡县、睢县、息
县、郸城县、泌阳县、济源市、
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滑
县、长垣县、邓州市、永城市、
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根
据计划，全省的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将在明年全面推
开。

目前，28个试点县（市）
已全部出台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实施方案，其中息县、
郸城县、长垣县、巩义市、睢县
等地推进较快。

先治病后交费
已在息县实现了

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老百姓能得到哪些实
惠？阚全程说，该项改革事关
亿万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是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群
众健康需求，破解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的有力举措。

目前，这项工作也取得了
初步成效：通过试点探索，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方向
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改
革共识不断凝聚，改革大势正
在形成。

“以前县医院一年招不来
10个本科生，去年我们县医
院招了100名本科毕业生。”
在发布会上，息县县委书记金
平说，通过医共体内部绩效考
核分配制度的完善，临床一线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得以充
分调动。“现在县医院都能做
心脏支架等介入手术，在此前
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针对患者在医院来回
排队的问题，金平介绍说，和
全国大多数医院的情况类似，
以前息县的县医院包括乡镇
医院都有患者排队的情况，交
费排队、就诊排队、出院排
队。“排了这队又去排那队，我
也去看过病我也有感受。当
时我们就设想，老百姓看病能
不能不排队？”

而要扭转这个涉及医保、
医院、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问
题，谈何容易？金平说，针对
患者住院排队这个问题，县里
召开了多达 10次的专题会
议，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先
看病再交费。老百姓看病不
排队，一站式解决就医问题”。

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在
该县4家县医院、20家乡镇医
院，患者住院只需签订一份免
交押金协议书，就能住院治
疗，待出院时直接报销结算。

“仅需交个人支付部分的医疗
费，免去了交纳高额住院押金
的问题。”

县级专家驻扎基层
村民就医不再“跑远”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民
生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与群
众息息相关。”省委改革办副
主任王旭说，省卫健委近年来
持续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和
医院联动改革，医改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效，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等走在了全国前
列。

而在郸城县县委书记罗
文阁看来，地处豫皖两省交界
的郸城县，134万群众同样期
待医改带来的民生福利。“县
里的四家集团总医院，每年选
派160多名骨干医师，到基层
卫生院值诊带教，进一步提升
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水平。”仅
今年1~5月份，该县乡镇卫生
院住院人数就达到了1.5万人
次，基层就诊率同比提高
43.1%。

能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
放心就医的，除了县里来的专
家之外，还有收费政策上的引
导：“在县医院做CT收费是
220元，在乡医院做只收176
元，而且在乡镇医院住院还减
免200~250元的住院费。”数
据显示，仅今年前5个月，该
县住院病人的次均费用就下
降了3.7%。

未来，随着深入田间地头
的健康巡讲团引导，更多的基
层慢性病患者通过在家控制
病情，或将进一步减少医疗支
出。

相关负责人称，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
段，涉及体制机制转换和多方
利益调整，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完善。下一步，将全面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力争到
2020年底，县域就诊率达到
90%，县域内基层就诊率达到
65%左右，有效缓解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张孔华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
基金会关于实施贫困肿瘤
患者救助项目的通知》（豫
红办〔2019〕17 号）下发。
由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发
起的“红十字健康中原行动
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在
信阳正式启动。

即日起到年底，该项目
计划救助省内500名贫困
肿瘤患者，对每人住院治疗
给予8000元救助金。河南
省省立医院是本次项目定
点救治医疗机构。该项目
将在相关媒体公示救助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

本次救助的病种范围
包括甲状腺头颈部肿瘤、乳
腺癌、食管癌、肺癌、胸部转
移癌、肝癌、胰腺癌、腹腔肿
瘤、胆管癌、大肠癌、膀胱
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卵巢
癌、盆腔肿瘤、骨肿瘤等。
救助对象包括贫困户、低保
户、五保户家庭成员；军烈
属、残疾人家庭成员；患肿
瘤疾病长期或多次治疗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患者。

凡符合以上救助条件
的患者，可通过两种渠道提
出救助申请：一是通过县

（市、区）、省辖市红十字会
逐级报名，最终由省红十字
基金会将救助名单通知项
目定点救治医疗机构——
河南省省立医院，医院按照
名单初审后，通知病人到院
就诊，随后进行专家会诊、
制订治疗方案、安排住院治
疗。二是直接到河南省省
立医院报名，确定符合救助
条件的病人可先安排治疗，
再按程序到当地红十字会
补充相关手续。

项目计划对500名救
助对象分5批次进行救助，
救助金实行住院治疗单次
发放，年度内不重复救助。
原则上，按报名先后顺序及
病情危急程度确定救助对
象；确因病情紧急需要住院
治疗，可先安排住院治疗，
救助金在下一年度发放。
详情可拨打以下咨询电话：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
报名联系电话
0371-68668858；
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河南省
省 立 医 院）联 系 电 话
0371-87083800；
信阳市红十字会咨询电话
0376-6365981。

河南启动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

每人可获8000元救助金

明日有雨敲窗棂
“热”情可能稍“冷”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熬过这两天，
随着周四一股强降雨的到
来，高温天气将得到阶段性
缓解。而根据气象部门预
测，虽然8月我省淮河以南
还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出现
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可能性将大为降低。

8月 1日，阴天，有阵
雨 、雷 阵 雨 ，气 温
26℃-31℃；8 月 2 日，阴
天，有阵雨、雷阵雨，气温
25℃-31℃；8月3日，阴天
间多云，阵雨、雷阵雨，气温
25℃-32℃；8月4日，多云
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气温25℃-32℃；8月
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雷阵雨，气温24℃-32℃。

未来一段时间，不仅郑
州，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
特点，一是气温全部在
35℃的高温线以下，二是阴

天为主，三是阵雨、雷阵雨
不断。

8月8日立秋节气也就
到了，这是否意味着“天气
来秋、高温拜拜”了？气象
部门专家分析说，未来几天
的降雨过后，高温天气首先
会从华北地区得到缓解，黄
淮以南地区的高温强度也
会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预测，8月
2日，我国多地高温天气得
到阶段性缓解。而我省的
情况要稍微好点，从8月1
日起，高温便会得到缓解。
但由于三伏天并没结束，淮
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会出
现高温天气。不过，出现这
段时间大范围持续性的高
温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小。
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作别
今年以来最长时间、最大范
围、最高强度的高温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