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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按病种付费(DIP)培训会
本报商丘讯 近日，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在该院门诊五楼
会议室举行了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培训会。该院党委书记、
院长韩传恩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该院党委副书记李传中
主持，该院领导及中层干部150
多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培训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IP资深

专家许海彪以“DIP支付方式改
革及医疗机构应对措施”为主
题，从 DIP 支付方式的政策背
景、技术方案、实施流程、怎样迎
接DIP及系统介绍五个方面进
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许海彪还
就如何做好本轮支付方式改革，
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了很
多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韩传恩强调，推行DIP支付

方式改革是今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对此，大家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把政策学懂弄通，全院各科
室要以推行DIP试点工作为契
机，切实加强内部运行管理，规
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全力保障广大参保人员的基
本医疗权益，为促进医院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未未

省委组织部社会组织党建观摩团豫东片区观摩组领导
到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观摩指导党建工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孙宏伟 文图

本报商丘讯 10月 14日下
午，河南省委组织部社会组织党
建观摩团豫东片区观摩组领导
到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指导工
作，润民教育集团副董事长兼校
长解庆伦、党支部书记孙斌对观
摩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带领观摩团一行参观该校党
建工作矩阵，观摩团一行分别对
该校党支部建设情况、党支部活
动等党建阵地进行观摩考察。

观摩团一行认真观看了该
校党建宣传片《党旗在商外高高
飘扬》。学校负责人向观摩团领

导介绍了学校独具特色的学党
史、党建活动亮点工作，生动展
现了该校以党建高质量推进学
校发展高质量的优异成果。

随后，该校党支部书记孙斌
以“抓实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
色精神血脉，办好新时代党和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主题，从该校
学党史情况、党组织建设情况、
推进德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等方
面，详细介绍了学校党支部抓党
建促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情况。

观摩团一行对该校围绕“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核心，抓好
团建和队建两翼，聚焦组织建
设、主题活动、师德师风、德育工
作四轮驱动的党建新模式表示
高度认可，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党育人守初心，为国育才
担使命，新时代下的商东外国语
实验学校党支部，立足当下，远
眺未来，知党恩，听党话，紧跟党
的脚步，持续探索党建工作新路
子，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观摩组领导一行来到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观摩指导党建工作。

商丘工学院严把新生报到关口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潘锐 陈红梅

本报商丘讯 为切实加强高
校学生学籍注册管理，依法保
护学生权益、维护高校办学秩
序、维护教育公平公正，商丘
工学院印发了 《商丘工学院
2021年新生入学资格审查 录
取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
作实施方案》，成立了由该校党
委书记和校长牵头，分管校领
导负责，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
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项
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近日，商丘工学院领导前往
新生入学报到现场查看新生入
学资格审查落实情况，了解各学
院在防止学生冒名顶替入学等
方面的工作部署落实情况。

资格审查时，工作人员对新
生的录取通知书、居民身份证等
材料与考生纸质档案、录取考生
名册、报名和录取数据进行逐一
核查，并将现场采集的新生照片
与高考报名照片、居民身份证照
片利用“人脸识别”“人证识别”

“人像比对”信息技术手段进行
逐一严格比对。审查现场，该校
工作人员认真审阅新生信息，新
生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秩序井
然，气氛严肃认真。

随后，该校将继续按照要求
对新生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
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考生电子
档案、考生入场照片、答卷笔迹图
像和入学报到信息等进行复查，
具体按照“一人复查、一人审核并
签字确认”的工作机制进行。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落实和推进“双减”政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海波 马梦月

本报商丘讯 为了有
效落实和推进教育部“双
减”政策，加强教育教学
管理，切实提升学校育人
水平，有效减轻学生作业
负担，近日，商丘工学院
附属兴华学校初中部在
该校一楼报告厅召开“双
减”工作推进会议。

该校初中部校长陈
超，副校长李春胜、丁一，
德育主任袁小峰，教务主
任代金良以及初中部全
体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陈超首先带领
全体教师学习并解读“双
减”相关文件，逐条理解
文件精神，了解落实“双
减”的各项要求；并公布
了该校落实“双减”工

作实施的具体方案，指
出教师不仅要做好减轻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减法”，
更要提质增效来为学生
的全面素质教育发展做

“加法”。
最后，陈超从落实文

件精神、从严管理教辅、
丰富校园活动、加强教研
备课、加强教学管理、加
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对
全体教师提出要求和希
望；并再次强调学校是教
育的主阵地，全体教师要
抓实抓细抓牢相关教育
政策，做好高效良性家校
沟通和合作的桥梁，落实
教育深化改革，推进素质
教育的发展。

商丘市梁园新区前进小学
开展读书交流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谢晓燕

本报商丘讯 读书
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
途径，为进一步提高教
师文化素养，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近日，商丘
市梁园新区前进小学语
文教师齐聚多媒体演播
厅，开展读书交流活
动，全体语文教师共享
一场春风化雨般的精神
盛宴。

据了解，此次读书
交流活动以各教研组为
单位开展分享交流，活
动中6名语文教师围绕
自己所读书目的精彩内
容，从不同角度和大家
一起分享、品位读书促

进成长的感悟与体会。
他们或热情洋溢或娓娓
道来，无不见解深刻，言
辞恳切，不由自主的心
灵震撼，化作了面部表
情的动容，一阵阵热烈
的掌声给予了分享教师
最好的回报。有的抒发
了自己在读书中感悟、
成长、享受的喜悦；有的
叙述了在教育大师的引
领下，自己教育观念的
更新、精神的洗礼；有的
反思自己过去的遗憾，
表达了“争取今天比昨
天做得好，明天比今天
做得更优秀”的决心。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走进敬老院开展义诊活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王鹏

本报商丘讯 金秋
十月，丹桂飘香。10月14
日下午，商丘市第二人民
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
队走进该市睢阳区郭村
镇敬老院开展了心理咨
询与健康体检义诊活动。

本次活动由该院疾
控科主任柳中华带队，志
愿者们为敬老院的老人们
测血压、测血糖、测心电
图、普及精神（心理）卫生
知识，解答关于精神心理
健康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知识中的各种疑问，并向

老人们发放精神卫生健康
方面资料300余份。

“关爱老龄人群是我
们共同的责任，为他们送
温暖、献爱心、办实事，是
我们回馈社会应尽的义
务。”柳中华说，今后他们
将大力倡导志愿服务，关
心老人、关爱老人，为构
建和谐社会，助力健康商
丘做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活动，
既丰富了老人们的健康
医学知识，也增强了老人
们的健康保护意识。

商丘市中心医院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开展服务活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杨敏亚

本报商丘讯 为传承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弘扬尊老敬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近日，商丘市中
心医院党员志愿者走进养老院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
去了牛奶、面包等节日慰问品，
并为老人们进行了健康义诊。

该院护理部主任王丽带领
南丁格尔志愿者们为老人们详
细讲解个人疫情防控措施、七步
洗手法、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等

知识，并认真为老人量血压、发
放健康手册，同时有针对性地指
导他们注意健康饮食、合理用
药、保持心情愉快。

随后，该院心内科、全科医
学科、普外科专家耐心细致地为
老人们诊病，不厌其烦地为老
人们答疑解惑，叮嘱他们在生
活中注意饮食健康。该院医护
人员专业的检查、真诚的关怀
和朴实的行动，给老人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志愿者服
务精神，关心老人，关爱老人，是
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据了解，此次敬老助老活动
的开展，让老人们充分了解了基
本的卫生防护和急救知识，避免
由于不懂急救而造成再次损伤，
也将为医护人员抢救生命赢得
更多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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