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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平舆县创新“互
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实
现互联网与医疗服务深度
融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基层，有效破解因病致贫
返贫难题。10月 17日上
午，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
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
举行，平舆县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组织创新奖，县委书记
张怀德代表平舆县参加会
议并上台领奖。

据平舆县委书记张怀
德介绍，平舆县“互联网+
健康扶贫”经过3年多有效
探索，目前已初步构建起规
范化、标准化、制度化、信息
化的工作格局，贫困发生率
由2017年的4.75%下降到
2018 年的 2.77%，县级医
院可治疗的病种达 3680
种，县内就诊率89%、基层
首诊率 65%。平舆县“互
联网+健康扶贫”模式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攻克扶贫硬
骨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
借鉴。

平舆县人民医院“互联
网＋分级诊疗健康扶贫服
务中心”，平舆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主任医师张凯正对
着电脑屏幕对家住西洋店
镇的贫困患者进行远程诊
疗。据张凯介绍，通过远程
会诊系统，在村医提出申请
之后，10分钟之内将得到
县级医院医生回应，对贫困
患者开展远程会诊，极大地
方便了基层群众就医。

据了解，为解决贫困群
众“看病难”，平舆县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手段，

构建“一纵一横四个数据
库”健康扶贫体系，“一纵”
即构建三级诊疗平台，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开发“互联
网+健康扶贫”信息系统，
向上联通到北京和省、市三
甲医院，向下联通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对贫困群众
开展远程会诊、康复训练等
医疗服务，使贫困群众足不
出村就可享受更优质诊疗
服务。“一横”即推进县内就
诊“一卡通”。

截至 2019 年 8月底，
该县已建立95.7万份电子
健 康 档 案 ，建 档 率 达
93.5%，通过互联网分级诊
疗平台已累计会诊贫困患
者3.94万人次。

为进一步提高慢病患
者健康水平，平舆县创新实
施签约巡诊制度，对贫困户
实行“1+3”签约服务。成
立了由332名县医、127名
乡医、708名村医组成的专
家和巡诊队伍，每名贫困户
分别签约1名县级专家、乡
镇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开
展定期康复咨询、体检、访
视等巡诊服务。至2019年
8月，全县三级医生走村入
户累计巡诊 129.74 万人
次，3035户7527人因病致
贫家庭实现了脱贫。

为解决贫困群众“看病
贵”，平舆县出台了“四免三
提高两兜底一补偿”医疗救
助政策，构筑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及大病（补充）保
险、民政救助、医疗救助“四
道防线”，对 21种重大疾
病、白内障和强直性脊柱炎
患者进行集中救治。

10月 16日上午，在第六
个全国扶贫日临近之际，信阳
供电公司干部职工在总经理
徐伟的带领下，深入定点帮扶
村息县彭店乡大张庄村调研
走访慰问贫困家庭。同时，供
电公司开展了义诊、捐赠、观
摩电力扶贫成果、调研走访等
一系列活动。

从 2016 年以来，信阳供
电公司开始执行电力扶贫专
项方案，持续对贫困地区加大
投入。对8县2区，该公司派
驻15名优秀的青年干部，驻村
进行帮扶。

在扶贫现场，信阳供电公
司总经理徐伟介绍，2019年，
全市电网扶贫计划投入3.3亿
元（主网1.29亿元、配网2.01
亿元），重点实施“四大工程”，
扎实做好驻村帮扶工作。一
是实施贫困地区电网巩固提
升工程，新建（扩建）35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16座，目前已有

10座变电站完成投运，年底前
将完成其他6项投运任务。二
是实施普通行政村电网改造
工程，公司将2019年政府重
点民生实事与脱贫攻坚工程
有机结合，坚持“分类统筹、整
村推进、销号管理”电网改造
思路，加快实施行政村改造总
体计划，优先完成全市164个
普通行政村电网改造，推进行
政村电网均衡发展。三是实
施光伏扶贫并网服务工程，按
时完成光伏扶贫项目并网项
目建设，及时完成上网电量结
算和新能源补贴转付，截至目
前，全部结转完成支付上网电
量 1.66 亿 千 瓦 时 ，购 电 费
6256.3 万元，补贴 5170.8 万
元。四是实施服务管理提升
工程，大力提升供电服务质
量，积极落实电费减免各项政
策，1~9月份，市县供电公司共
返还低保、五保电费补贴
343.9 万户次，共减免电量

3438 万千瓦时，减免电费
1925.54万元，补贴资金均已
全部返还至民政部门指定的
财政账户。

与此同时，信阳供电公司
做好驻村定点帮扶，坚持“干
部当代表、单位是后盾”的原
则，以强化驻村人员履责管理
为抓手，落实驻村帮扶责任，
加强内部资源调配，加大定点
帮扶支持力度，做好捐赠资金
管理和项目过程跟踪，确保捐
赠收到良好社会效果。

目前，该公司驻村第一书
记派驻的10个贫困村均已满
足退出贫困标准，在国家考
核、第三方评估、暗访、民主评
议等考核评比工作中，获得当
地政府的高度肯定。该公司
的脱贫工作，获得了信阳市
2019年度脱贫攻坚组织创新
奖。

信阳供电公司帮老区“充电”脱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甘仁伟 杨帆 丁堂星

周口农民在外打工突发疾病离世，其家人决定捐出5处器官

一场脑溢血病症，
把周口市淮阳县安岭镇
农民郭书宝的生命定格
在43岁。如今，老家的
墓地里，只留下秋风对
他的思念。半个月前，
他在打工地浙江乐清离
世后，其家属（如图）经
过商议作出一个令人动
容的决定：捐献出郭书
宝身上5处器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文图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进行时

“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
平舆县破解因病致贫难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王昆明 李亚超 文图

郭书宝老家在周口市淮
阳县安岭镇观音行政村郭庄
自然村。年少时代，一次打球
中摔伤右腿，因为当时家境贫
寒而延误治疗，最终截肢落下
残疾。

但是郭书宝身残志不残，
他跟随镇上一位老师傅学会
了理发技术，并在长达10多
年的时间里，在安岭镇开了一
家理发店维持家庭生计。他
的妻子是一名精神障碍疾病
患者，膝下有一儿一女，大女
儿正读高中，小儿子还在村子
里读小学。

大约两年前，郭书宝跟随
大哥郭书艺远赴浙江乐清打
工，在柳市镇靠开残疾人三
轮车为生。据媒体报道，郭
书宝在柳市镇务工期间口碑
非常好，在当地人中留下“热
心肠”的印象，认识他的人有
需要找他帮忙的，他总是义不
容辞。

“俺弟弟跟着我在乐清这
边打工，他的妻子、儿女在老
家生活，弟弟生活比较节省，
每月挣的钱都及时给家里人，
他除了留下一小部分开销，从
不乱花钱。”郭书艺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半
个月前，郭书宝在和朋友吃饭
时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乐清
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在医
院，他被诊断为小脑脑干大面
积出血，已无自主呼吸，基本
属于脑死亡。抢救一夜后，郭
书宝不幸离世，年仅43岁。

在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该院ICU主任郑友文给家属宣
传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建议他
们捐献病人器官挽救他人生
命。“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器官
捐献这件事，后来我们和父母
以及兄弟的两个孩子商议，决
定做这件事。”10月25日，郭
书艺告诉记者。

实际上，最难做通的是郭
书宝父母的思想工作。两位年
迈的老人得知儿子噩耗后非常
伤心，但尽管如此，他们仔细听
完了器官捐献的介绍，最终决
定——捐出去，救人家。

在郭书宝离世的当天晚
上，他的一副肝脏和两副肾脏
就被成功移植到3名重症患者
身上，及时挽救了他人的生
命。目前，他捐献的一对眼角
膜还在保存，等待合适的受捐
者。

“郭书宝本身是一名残疾
人，家庭条件还不好，是个低
保户，但是这种情况下他的家
属还能响应建议捐献器官，非
常难能可贵，我们医护人员向
他和家人致敬。”乐清市第三
人民医院 ICU主任郑友文告
诉记者，目前，郭书宝捐献的
器官已经救治了3人，另外一
对眼角膜，还可以救助其他
人，这意味着郭书宝身上5处
器官可以挽救多人。

就在郭书宝被送往殡仪
馆的时候，许多听闻此事的河
南老乡自发赶去，为他送最后
一程。

家境贫寒，
残疾农民外出打工

积极响应建议，
家属捐献其5处器官

生命被定格 却用另一种方式前行

平舆成立了由332名县医、127名乡医、708名村医组成的专家和
巡诊队伍，形成了一支稳定的扶贫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