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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1 439万多人受益“新农合”

本报讯（记者栾 姗 通讯
员刘象乾）8 月 28 日，经过两年
多的精心建设，位于新郑龙湖
区域、投资 600 亿元的郑州华
南城项目一期启动试营业，标
志着新郑“龙湖千亿商圈”初步
形成，并顺利驶入快速建设阶
段。

据介绍，郑州华南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00 万平方米，计
划分 3 期，用 5~8 年时间建设。
完全建成后，可提供 5 万个创
业机会、20 万个就业机会和每
年数十亿元的税收。目前，该
项 目 开 工 面 积 达 330 万 平 方
米 ，竣 工 面 积 达 200 万 平 方
米。除四大试营业市场外，服
装、副食、好百年家居、奥特莱
斯等业态约 180 万平方米正在
加紧建设。

郑州华南城项目也是新郑
市加快建设“龙湖千亿商圈”的

“龙头”项目，该项目启动建设
后，新郑市主要领导和相关人
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先后召
开 68 次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
和 23 次项目现场办公会，确保
了该项目如期进入试营业阶
段。

在郑州华南城项目高效推
进的同时，诸如承接郑州市场
转移的华商汇、乾龙物流项目、

国际农用机械贸易中心、中原
国际不锈钢物流园等一批大型
物流项目也陆续被提上日程，
其中，规模与华南城项目不相
上下、规划面积逾 1280 万平方
米的华商汇项目也正在加快推
进，其中 15 万平方米的物流仓
储已建成交付，项目完成后将
成为郑州批发市场转移的新聚
集地。

众多商贸物流、会展等项
目入驻新郑龙湖区域，快速升
级和壮大了当地的产业规模。
为确保该区域科学、健康发展，
新郑市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
优越的区位交通和坚实的产业
基础优势，确定了“打造中原地
区最大商贸物流基地”这一目
标，并规划建设 25 平方公里的
龙湖商贸会展城，着力建设一
个现代化的“龙湖千亿商圈”。

“龙湖千亿商圈”的战略破
茧而出后，新郑市投入大量资
金和人力、物力，构建龙湖商贸
会展城的框架。如今，随着郑
新快速通道与郑州绕城高速连
接、107 国道拓宽等，以及一批
新型社区、高档楼盘陆续落成，
该区域项目承载能力大幅提
升。未来，龙湖区域必将成为
郑州南部区域新的经济增长
极。③12

本报讯 (记者何 可 通讯
员李建春 李鲜霞)9 月 2 日，记
者在巩义市产业集聚区万达铝
业公司获悉，这家民营企业以
自主创新为动力，以追求高质
量为支撑，不断探索以高端化
追求高效益的产业转型升级之
路。

记者走进车间看到，蓝色
塑胶地板上一尘不染，操作台
前工人动作娴熟连贯，有条不
紊。长长的生产线被一座整体
玻璃房所笼罩，站在玻璃罩外
边可以看见一条薄薄的铝带缓
缓地延伸着。同行的公司董事
长助理肖现杰说：“这是公司投
资 1.5 亿元，国内最先进的易拉
盖、拉环料涂层生产线，年产量
可达到 1.5 万吨，产品附加值可
达到每吨 1.5 万元，产品主要用
于易拉盖、拉环料等食品包装
领域，市场前景非常乐观。”

自诞生之日起，万达铝业
公司就一直处在转型升级的

“进行时”中。万达铝业公司抓
住巩义市铝产品升级的机遇，

主打产品由铝线转向铝板。目
前，公司主要从事铝板、带、箔
的生产与销售，年加工能力达
60 万吨，生产产品多样化，其热
轧中厚板、超宽超厚硬合金板、
花纹板等填补了国内市场空
白。另外，公司生产设备齐全，
拥有多条先进生产线。

今年，作为巩义产业集聚
区的龙头企业，万达铝业以项
目建设为突破口，加强技术创
新和科研攻关，进军易拉罐拉
环料、罐盖料涂层领域，并积极
瞄准军工市场，在铝加工产业
的转型升级中迈出坚实步伐。

从“1+2”热连轧到“1+4”热
连轧成功改造，从中国船级社
认证到挪威船级社认证，从民
品到军品，从国内首条 1850 冷
二连轧生产线的投产到国内先
进易拉罐罐盖涂层生产线的成
功研发和投产，每一步的成功
转型、华丽变身，都促使万达铝
业产品结构更加合理，竞争力
更加强劲。③6

本报讯（记者栾 姗 通讯员
陈卫博）9 月 2 日，郑州客运北
站售票口，一顶帐篷，一张长
桌，两名着装整齐的北林路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监督岗
前耐心细致地向过往行人讲解

“四城联创”的相关知识，并发
放办事处编写印制的“四城联
创”倡议书。聆听的市民不住
地点头，纷纷表示愿意规范自
己的行为，从自身做起，并带动
身边的人，积极争做“四城联
创”的宣传员。

“四城联创”开始后，北林
路街道办事处创新工作思路，
积极打造信息互动交流平台，
在辖区重点区域、重点地段设
置“四城联创”固定监督岗，公

布创建内容、要求和投诉举报
电话，让群众参与到创建过程
中。辖区群众可以在这里学习
城市管理、文明创建等相关知
识，举报投诉诸如违反城市管
理规定的行为，同时享受政策
咨询、帮扶援助等服务。

监督岗的设立，在强化“四
城联创”的重要意义，提升城市
管理、城市形象的同时，又方便
了人民群众，有效地提高了群
众对“四城联创”的知晓率和参
与创建的积极性。附近的居民
普遍反映，自从设置“四城联
创”监督岗以来，小商小贩占用
人行道摆摊的情况普遍减少
了，大家的出行安全有了更大
的保障。③6

9 月 1 日是新生入学的日子，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步入校
园，开始小学的学习生活。郑州市文化路第二小学的教师用相
机为每个孩子记录下踏入校园时的美好时刻。 曹 磊 摄

南水北调总干渠郑州段需征用
土地总面积约 6.37 万亩，其中临时
占地 3.30 万亩，永久占地 3.07 万亩，
需拆迁各类房屋 80 万平方米，搬迁
居民 5748 人，其他辅助工程也十分
浩大，任务十分艰巨。

2009 年，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
郑州二段工程是整个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黄河南岸的开端。2010 年 1 月

南水北调郑州段全线开工，征迁工
作进入攻坚阶段。2010 年 1 月 15
日下午，郑州市南水北调干渠征地
拆迁动员大会召开，对征迁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郑州市各级党委、政
府、相关部门大力宣传国家关于南
水北调居民拆迁的各项政策，全力
以赴推进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确保
了按期完成农用地的移交任务，并

按照国家政策，切实做好拆迁安置
工作，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郑
州市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以实际
行动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郑州
市各有关单位，全力以赴，不分昼夜
地投入征迁之中。

2013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宣
布，经过 10 年建设，南水北调中线
干线主体工程完工。

南水北调移民安置工作是一项
庞大的系统工程。郑州市共安置丹
江口库区移民 18735人，是除南阳市
外安置任务最重的地市，安置点涉
及 3 个县（市）15 个乡（镇、办事处），
共建设移民新村 22 个。其中，中牟

县安置移民 9483 人，建设移民新村
10个；荥阳市安置移民 4642人，建设
移民新村 6个；新郑市安置移民 4610
人，建设移民新村 6个。

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移民安
置工作“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总
体目标，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
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南水北调征迁
安置、配套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工作，
并拿出近 10亿元的资金解决征迁安
置的补差问题。郑州市党政主要领
导还多次深入干渠施工标段和移民

新村建设工地调研，出席动员大会并
作重要讲话，分管和主管领导多次帮
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010 年，郑州市南水北调丹江
口库区第一批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在
有关部门、在广大移民干部的共同
努力下，经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克
服困难，强力推进，按时圆满地完成
了搬迁任务，实现了平安搬迁、文明
搬迁、和谐搬迁的目标。为此，郑州
市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河南省南水
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一批移民迁安工
作先进省辖市”称号。③10

65 岁的郭大爷患有红斑狼疮，因为“看
病难”，一直没能得到系统治疗，他说：“去市
区大医院看病至少要花一个半小时，孩子们
在外地打工，我一个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听
说大医院的专家会来我们卫生院坐诊，这下
太好了，今后我们看病就方便了！”

郭大爷所说的“大医院”指的是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该院 2012 年 8 月 24 日
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卫生院合作，建立了
郑州市首家区域医疗联合体——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马寨分院，该区域医疗联合
体的建立，通过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模式有效
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医疗机构
资源共享，为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卫生院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基层群众就医条件，提
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医疗联合体与医疗集团的实质都在于
更科学地整合医疗资源，让居民更好地享有
高效、公平、和谐的医疗服务。”顾建钦认为。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发展，郑州区域医疗
联合体，从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到现在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区域、郑州市中医院
中医特色的联合体、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

“心联体”、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老年医养联

盟等，另外还有一些医院也正在组建一些综
合和专科医院的联合体。

2013 年 6 月，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成
立，它是以郑州人民医院本部为核心，以郑州
人民医院颐和医院和郑州人民医院宜居健康
城医院为东西两翼，整合郑州市第九人民医
院、郑州市口腔医院、黄河东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医疗机构而组建，逐步建设成器官移
植、国际健康管理、肿瘤诊疗、心脏诊疗、医学
美容“五个医疗中心”和口腔、脑科、老年“三
个专科医院”，贯穿郑州市东西两端，形成“一
体两翼多点位”、覆盖中原、辐射中部、面向全
国的现代化区域性医疗中心。

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运行一年多来，
仅 2014 年上半年各所属医院门诊接诊就达
670496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6.81% ；出 院 人 数
34530 人次，同比增长 26.97%；各类手术 8806
台，同比增长 32.58%，吸纳硕博等高级人才
300 多人。

与攀升的数字相比，该集团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成效更令人刮
目相看。一年多来，集团优势医疗资源加速
纵向流动，在基层释放健康正能量，让更多群
众享受到了医改带来的成果。③12

□本报记者 李 林 本报通讯员 闫洧涛

为移民再建新家园
□本报记者 李 林 本报通讯员 刘素娟 曹 磊

“为民卫生、效能卫生、公平卫生、和谐
卫生”，紧紧围绕这16个字，郑州市卫生系
统探索新思维、新模式，为居民逐步实现健
康梦想。

正如郑州市市长马懿所评价的：郑州
市卫生工作紧紧围绕郑州都市区建设大
局，着眼“三大一中”战略定位，持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务实重做，攻坚克难，郑
州片医模式全国推广，在全省率先推行农
民大病医疗保险，探索建立医疗集团和医
疗联合体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健
康水平，有力助推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9 月 3 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
乡尚庄村农民吴风仙告诉记者，她患
有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做心脏手
术医疗费花了 5 万多元，但通过新农
合报销了 2.6 万元。

郑州从 2003 年开展新农合试点
工作，2006 年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
比国家规定提前 2 年完成。

“今年我市参合人数达 439.51 万
人，参合率 99.6%，郑州市已经连续五
年参合率保持在 98%以上，居全省前
列。”郑州市副市长刘东介绍，从 2006
年至今，郑州市累计筹措新农合基金
61.1 亿 元 ，补 偿 参 合 农 民 的 费 用 达
59.8 亿 元 ，享 受 补 偿 的 参 合 农 民 达
6700 万人次，基本实现“广覆盖、保基
本”的目的。

据介绍，郑州市率先在全国实施
全区域的新农合经办机制改革，采用
政府购买服务，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
加新农合的经办办法，这个工作得到
国家卫生部和医改办的充分肯定。

2011 年，郑州又开展新农合支付制度
的改革，单病种付费的试点工作，通
过这些措施来保障新农合工作有序、
健康发展。

“新农合就是为了解决农村低收
入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郑州
市卫生局局长顾建钦说。

他介绍，参合农民在住院期间，
报销比例在政策范围内最高为 70%，
包括乡级、市级、省级，还有定点的民
营医疗机构。郑州市三年前在全省
率先开展门诊统筹，方便老百姓在基
层医疗机构看病，减少住院比例，比
如一家三口在门诊看病，每人每年可
使用 100 元，在门诊看病也可以报销。

另外还有“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这
就是说，在报销基本医疗保障之后，新
农合大病患者个人花费 2万元以上，可
按照花费 2万元以上的 50%以上报销，
这就是“二次报销”，报销封顶线是20万
元，这个比例全省最高。这解决了一些
大病患者看不起、因病返贫的现象。

9 月 2 日，家住郑州东风路园田社
区的吴女士，需要给孩子打疫苗，她通
过手机点开“郑州市卫生系统地图式
定位责任服务平台”，很快找到了离家
最近的“国家免疫疫苗”注射机构。“有
了卫生服务地图定位，看病就医太方
便了！”吴女士感叹。

“医疗卫生地图式定位责任服务
管理是郑州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
化的创新举措和民生工程，是不断深
化规范提升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的创新举措。自 2012 年实
施以来，逐渐成为郑州医疗卫生服务
的名片和服务群众健康的卫生便民地
图。”顾建钦说。

记 者 轻 点 鼠 标 登 录 网 址 http://
map.zzws.gov.cn，看到这里囊括了“城
乡片医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城市
支援基层”、“医疗卫生志愿者”、“行政
许可审批”、“卫生监督监测”、“行政领
导帮抓”7 个模块，每个模块中都根据
郑州市现有行政区划的地理分布，标
注有具体的服务内容，甚至是医疗服
务者或执行监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
值得一提的是，推行地图定位开

启了郑州医疗卫生深层次改革的新局
面，如“片医模式”的出现与运行，使郑
州人率先在全国受益贴心医疗服务，
同时也是城市医疗“二元化”难题得以
破冰。

据介绍，郑州市按照分片包干、主
动服务原则，组建城市片医小组 904
个，农村片医小组 2248 个。全市 85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0 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96 家建制乡镇卫生院、2232 个行
政村卫生室全部开展片医服务，构成
15 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市民通过模
块查询所有片医的姓名、电话、服务区
域、工作动态等内容。

另外，通过网上管理的促动，郑州
卫生行政审批项目不断精简合并，从
12 项减少了 8 项，行政审批时间由过
去的 30 个工作日压缩至 4 个工作日；
县市两级卫生监督人员 297 名，建立卫
生监督协管机构 173 个，聘任卫生监督
协管员 810 名、卫生监督信息员 2566
名，下沉三级网格开展工作，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覆盖率达 95%以上。

医疗联合体与医疗集团“效应”显现3

郑州华南城一期项目试营业

“龙湖千亿商圈”初步形成

巩义市万达铝业公司

以创新推动转型升级

北林路街道办事处

设置固定监督岗

移民新村的孩子新学期开学了。

管理平台简介
郑州市卫生系统

为了便民、利民，更好

地 服 务 于 民 ，制 定 了

《郑州市卫生系统地图

式定位责任服务管理

平台》。本平台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在区域地

图上全面、直观展现公

共卫生管理和基本医

疗服务人员、职责、任

务及实时工作信息，建

立覆盖郑州市全市居

民，涵盖城乡片医、卫

生监督监测、疾病预防

控制、卫生行政许可审

批、城市支援基层、医

疗卫生志愿者服务和

行政领导联系基层七

个专业领域的新型医

疗卫生服务保障网络

体系。方便群众查阅

使用，接受社会监督，

促进管理规范，为城乡

居民提供权威、便捷、

优质的公共卫生和基

本医疗服务保障服务。

片医入社区宣传防病知识。

医生在街头为群众进行义诊。 郑 卫 摄

郑 卫 摄

地图定位方便就近求医 区域联合共享医疗资源

郑州医改 惠民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