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朱如海 武岩

追根溯源，滑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2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栉风沐雨，现
已发展为管理科学、医术精湛、装备精良、
服务优质、功能完善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
医院，系全县的医疗、急救、预防、保健、科
研、教学、康复中心。医院占地196亩，编
制床位1000张。现有职工1318人，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 1090人，高级职称 92人、
中级职称237人、硕士研究生22人。

2012年以来，滑县人民医院以李凤
垒院长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审时度势
地提出了“走公益惠民之路”的办院宗旨
和“一切为了病人，视病人如母亲”的服务
理念，绘制了“打造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县
域医疗中心”这一战略目标，勇于创新，锐
意改革，取得了“政府得民心、群众得实
惠、医院得发展”的多赢局面。

以人为本抓管理
以人为本是现代医院管理的核心。

在医院管理方面，该院提出的“待病人如
亲人，提升患者满意度；待同事如家人，提
高员工幸福感”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和精细
化管理理念深得人心；人才梯队建设和医
德医风建设卓有成效；学科建设得到加
强；绩效考核、成本核算稳步推进，广大干
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得到最大程度地激发和调动。

在优质服务方面，该院深入持续开展
了“一切为了病人，视病人如母亲，提高服
务质量”专项活动。与此同时，通过改造
就诊流程、成立病员服务中心等举措，着
力打造“宾馆式”医疗机构，千方百计提高
患者满意度，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公益惠民谱新篇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

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问题。在破解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方面，该院先后购置了
美国 GE128层螺旋 CT、美国 GE3.0T 核
磁共振、2500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大型
Ｃ臂、ＤR系统、瑞典医科达高能直线加
速器、日本奥林巴斯高清腹腔镜、美国GE
心脏彩超、美国GE四维彩超等一大批国
际高端医疗设备。与北京大学及其附属
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安贞医院
等国家知名院校联手，在不增加患者经济
负担的情况下，相继开展了心血管介入诊
断治疗、快速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永久
性起搏器植入术、冠状动脉搭桥术等高新
技术。

在惠民方面，该院作为国家首批公立
医疗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医院，在全县率先
推出了“先住院,后付费”和“按病种付费”
新型诊疗服务模式，实施了药品零差率销
售，彻底破除了“以药补医”机制。相继开
展了“百名专家进千村”、“敬老院里献爱
心”巡回义诊，“捐赠医疗设备助力慈善事
业”、“万名退休人员半费体检免费早餐”、

“举办高端学术报告会”等系列社会公益
活动，与全县人民一同分享了医院的改革
发展成果。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 7月 13
日，该院斥资 500 余万元成立了眼科中
心。为给广大贫困眼疾患者送去光明，该
院携手广东卓如慈善救助基金会，募集社
会各界爱心捐款150万元，全部用于8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的免费治疗。

创新技术赢美誉
科研工作的开展，是提高临床诊疗水

平,推动学科发展,培育医院核心竞争力
的保障。该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了国
家 863 重点科研项目“食管癌病因学研
究”，承担了卫生部组织的食管癌、贲门癌
早诊早治项目，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
果。近年，该院先后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32项，荣获河南省科技普及成果奖10项，
在全国各大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各类奖项
38个，在国家级、省级医疗核心期刊上发
表专业论文520余篇。

同时，该院还与印度管理学院、美国
普渡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联姻，建立了良
好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2012年 12月
份，该院在全县卫生系统首家创建了“吕
绍江劳模工作室”。2013年 2月份，该院
被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批
准为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该院在全省县级

医院率先推行了电子病历和HIS、LIS及
PACS系统。2012年以来，着力推进了按
病种付费和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启用了

“医卡通”就诊模式，增设了分诊排队叫号
系统，开通了预约诊疗服务，与北京协和
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301医院等八个
国家级顶尖医疗机构开通了远程医学会
诊平台，实现了与国内大型医疗机构的无
缝对接。

县级医院是县域内的医疗卫生中心
和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龙头，
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
键卡点。滑县人民医院在李凤垒院长的
带领下，以人为本抓管理，提升素质树形
象，创新技术赢美誉，端正医风筑和谐，
公益惠民谱新篇，内引外联促发展，基本
实现了人民群众“大病不出县”的医改目
标，树立了公立医院良好的社会形象。

深化医改促发展 坚守公益惠民生
——滑县人民医院创新发展之路回眸

2015年10月21日，时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右）
莅临滑县人民医院调研指导工作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系列宣传报道2016年3月13日，全省县级公立医院首台心脏搭桥术在滑
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

滑县人民医院，滑县人民的医院。

这句经典的广告语在道口烧鸡之乡广为

传颂，妇孺皆知。

在这里，聚集着众多殊荣：国家卫计

委重点联系医院、全国院务公开试点医

院、全国电子病历试点医院、基层医院慢

性病标准宣贯试验基地，全省医院创新

管理先进单位、全省医院十大指标先进

单位、全省五大工程建设先进单位、河南

省十佳医院、中原健康先锋岗、省级平安

医院……该院院长李凤垒也先后被国家

卫计委授予全国医院服务改革创新人

物；被河南省卫计委授予河南省惠民院

长、河南省最具创新力院长等荣誉称号。

接踵而至的荣誉背后，得益于滑县

人民医院在创新管理模式、提升医疗服

务、解决民生难题等方面的不懈追求与

探索。

雄伟壮观、气势恢宏的滑县人民医院

在滑县人民医院举行的北京大学肿瘤研究中心、滑县人民政
府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签约仪式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
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与滑县副县长李卫峰签约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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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 讯讯

“重资产”让车王二手车“轻快前行”

□本报记者 朱庭延

6月 3日—6日，2016（第五届）中原
国际汽车展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
大开启，作为大中原经济区的首个B+级
车展，中原国际车展70余品牌800多车型
同台竞技，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
视觉盛宴，为中原地区的消费者打造了一
场别具一格、极具创新的年中盛会。

宾利添越Bentayga

6月 3日，第五届中原国际车展上，
全球顶级超豪华汽车品牌宾利汽车向河
南地区亮相了三款非凡之作：集优雅奢
华气质与精准雄厚动力于一身的新飞
驰，拥有强劲的高性能双门轿跑车欧陆
GTV8，以及全球最快、独一无二的超豪
华SUV宾利添越领衔震撼亮相，展示奢
华座驾典范的卓绝风采。

添越Bentayga富有雕塑感的设计

优美典雅、历久弥新，让美学与造型相得
益彰，尽显奢华风范。添越 Bentayga
现代奢华的内饰由技艺纯熟的工匠手工
制作，精良的手工打造，使宾利添越
Bentayga拥有了世界上最为精致完美
的汽车座舱，令超豪华汽车内饰设计和
工艺达到了至臻完美的境界。

宝沃BX7闪亮登陆郑州

6月3日，德国宝沃汽车首款匠心力
作——德国宽体智联SUV宝沃BX7以
纯正德系实力和极具亲和力的售价以及
诸多豪礼钜献诚意登陆河南国际车展。
新车推出 7款不同配置的车型，定位为
中型SUV。

宝沃 BX7全系搭载 2.0L涡轮增压
直喷发动机的BX7，此次上市的18款车
型版本均为 2.0T版车型，包括四驱、前
驱两种驱动模式，宝沃BX7搭载了一台
代号4G20TI1的 2.0L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 165kW(224PS)/5500rpm，
最大扭矩为 300Nm/1500-5500rpm，
与之搭配的是一台来自爱信的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宝沃BX7的推出可谓来
势汹汹，为复兴之路开了一个好头。

新生代TIIDA动感上市

6月4日，第五届中原国际汽车展览
会现场东风日产 NISSAN 展台新生代

TIIDA 以更加活力与年轻化的面貌登
场。新生代TIIDA以智能、动感与活力
为开发原点，凭借“高科技智能配置”、

“型格动感外观”、“越级宽适空间”、“城
市灵动操控”四大核心优势产品力，展现
出超越同侪的超凡实力。

新生代TIIDA为满足“都市进取青
年”对精彩移动汽车生活的渴求而来，以

“高科技智能配置”、“型格动感外观”、“越
级宽适空间”、“城市灵动操控”四大产品
力优势，让消费者自信享受动感新生活。

东风标致与威佳集团正式签约

6月3日上午，借助中原国际车展之
际，“强强联手·共铸升蓝——东风标致与
威佳集团签约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东风
标致品牌销售部长刘培、东风标致华北大
区主任刘凯、威佳汽车集团总裁张献忠等
出席了此次盛会，共同见证了东风标致与
威佳汽车集团的签约仪式。

今年4月，东风标致正式发布了“升
蓝向上”品牌计划，东风标致将从“品牌
体验、产品体验、服务体验”三大方面展
现品牌锐意进取的决心，持续优化用户
体验，彰显主流欧系汽车品牌的气度与
风范，为用户诠释全新驾驭感受。

上汽大众Cross Family吹响集结号

6月3日，上汽大众桑塔纳家族最新
成员Cross Santana在 2016第五届中
原国际汽车展览会首发亮相，与Cross
Polo、Cross Lavida 朗 境 共 同 组 成
Cross Family，以白、橙、棕三款缤纷色
彩时尚登场，成为展台上耀眼的“明星组
合”，一展上汽大众跨界家族的别样精
彩。

本次中原国际车展上Cross San-
tana首发亮相。造型上，Cross Santa-
na传承桑塔纳家族简约大气的设计理
念，并融入全新的动感跨界元素。前脸
方面，Cross Santana极具冲击力的格
栅饰条与大灯内外部轮廓相融合，上方
三维蜂窝形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尽显
跨界气质。

跨 界 ，是 融 合 更 是 创 新 。 随 着
Cross UV跨界休旅车这一车型类别的
诞生，相信上汽大众Cross Family有望
再次促进国内乘用车市场格局变化，让
跨界汽车占据有利一席，展现别样风采。

荣威 e950 是上汽首款
搭载世界级“蓝芯”+“绿芯”
双技术品牌的车型，百公里油
耗低至 1.7L，综合续驶里程
600km。近日，笔者受邀参
加荣威e950试驾体验，在城
市、高速和郊区不同路况下全
面体验这款新能源B+级车。

荣威 e950 是首款搭载
上汽世界级“蓝芯”加“绿
芯”的“1.4TGI+EDU”黄金
动力组合的混动车型，动力
表现相当给力，驾驶起来也
很轻松、平顺。EPS电动助
力转向使方向盘变得更轻，
指向也很精准，能够给人足
够的信心。

油耗方面，荣威e950百
公里实测综合油耗是 1.7L。
在电池安全方面，荣威e950
的 电 池 组 通 过 了 美 国
UL2580权威认证，达到了防
尘防水民用最高级别 IP67
标准，而包括比亚迪唐在内
的多数新能源汽车电池并未
达到该标准。荣威 e950有
堪比超跑的动力数据，但它
不是一台让你飚的车，而是
能将头等舱的舒适感延伸到
车内的B+级车；它还具有特
别低的能耗，同时给你提供
完 美 的 安 全 保 护 。 荣 威
e950这股新势力，正在改写
B级车市场格局。（朱庭延）

车坛动态车坛动态

全国汽车俱乐部峰会圆满落幕

6月 5日，由中小企业合作发
展促进中心全国汽车服务业联盟
理事会、2016第五届中原国际汽
车展组委会主办，河南融德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赛动天下（湖北）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弗客汽车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逐
鹿中原·全国汽车俱乐部峰会在
郑州圣菲特花园酒店成功召开。

会议以全国汽车俱乐部在汽
车运动与休闲中的机遇与挑战为
主题，着重就共享经济、全域旅游
和汽车自驾游如何拉动内需，引领

消费，带动汽车文化产业转型进行
了论坛交流，与会专家学者、优秀
汽车俱乐部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汽车服务业联盟理事会
执行副理事长李光辉表示，围绕全
国车友会和汽车俱乐部的服务机制
建设着手，全国汽车服务业联盟理
事会已经决定发起成立全国超级汽
车俱乐部联盟。未来全国各汽车俱
乐部和车友会可以在全国超级汽
车俱乐部联盟体系内享受到：征信
授信、联合首发、诚信推荐、项目孵
化、专家支撑等服务。 （赵薇）

开瑞全系特卖会河南站完美收官

日前，“家乡人 家乡情 家乡
车 开瑞汽车全系团购会河南站”在
开封开瑞工厂盛大举行。本次活动
吸引了来自河南14个地市的1185
名客户到场，在 60分钟内卖出了
337台车，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销售
记录的同时，再度将开瑞汽车的销
售热度引爆到一个新的高潮！

销量源自于实力，本次活动
的火爆战绩源于客户对开瑞汽车
品质的信赖。在活动开始前，开
瑞汽车给父老乡亲带来了一次参

观开瑞工厂的机会。
此外，在本次特卖会上，还有

一件让广大K50用户值得兴奋的
事情: K50官方车友会——“K联
盟”正式成立！对此，开瑞汽车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依据“家商兼
用的高品质7座车”的品牌定位，
开瑞汽车在未来会有计划地逐步
推出 K60、K70、K80 等全新 7 座
车型，并将进一步提升开封工厂
的产能，预计到2017年年产销量
将超过10万辆。 （李静）

酷车来袭，中原车展提档升级

“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荣威RX5
于近日打开车门，用几个“最”为互联网汽车
内饰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样子：由同级最大的
10.4英寸独立显示屏、同级最大的软包面
积、同级最大的互动双屏、2016年最值得期
待的“黑科技”系统打造的专属移动智能空
间。据悉，荣威RX5的更多互联网科技将
于6月正式向公众展示。

荣威RX5的内部空间大气通透，明快
简洁。整个内饰设计仍然以“律动设计”为
主题，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同级别
最大主屏，拥有0.85平方米超大采光面积
的全景天窗，营造出强烈的豪华影院“即视
感”。豪华优雅的智能空间设计、赶超合资
豪华品牌的品控标准以及越级的制造工艺，
再加上“最懂你”的互联网功能，构成了荣威
RX5这个移动智能空间。 （刘唯）

“挑战不是逞能，是本能”，5月27日，东风雷诺“城
市赛道公园”体验日活动于郑州完美落幕。凭借赛车运
动美学设计、欧系全能运动驾控、越级驾乘科技配置三
大利器，科雷嘉成为紧凑级SUV市场实力派“挑战者”。

作为紧凑级SUV当仁不让的“颜值担当”，赛车基
因成为科雷嘉征战SUV市场的一把绝杀利器，极富赛
车运动美学设计的身段成就0.33的超低风阻系数。在
试驾体验环节，科雷嘉所拥有的专业底盘调校、2.0L发
动机搭配7速CVT变速器带来的充沛动力、四轮独立
悬架和黄金动力组合，让其表现游刃有余。不论是障
碍挑战，还是道具挑战，科雷嘉七大主动安全屏障，最
大限度帮助驾驶者掌控车辆，并且避免碰撞事故的发
生。同时，作为一款拥有全模式自动泊车功能的
SUV，科雷嘉的ADAS高级环视辅助驾驶系统，能够
实时360°监测障碍物，确保泊车精准入位。（李涛）

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
——荣威RX5

东风雷诺城市赛道“挑战你的本能”

汽车│07责任编辑 朱庭延

今年1月，车王二手车对外宣
布“实现整体盈利”。2015年，车
王共计销售二手车超过1万辆，同
比增幅超过60%，销售额为21亿
元，2016 年预计完成销售额 33
亿-35亿元。从开业至今，车王累
计销售了30000余台二手车。与
此同时，继去年刚完成1亿美元的
C+D 轮融资后，车王二手车近期
在上海交易所挂牌发行了1.1亿人
民币的首期资产专项计划(ABS)。

车王二手车是其董事长兼
CEO李海超的第三个创业项目，此
前在经营51汽车的过程中，李海超
意识到“只有从线下介入才能真正
解决消费者的痛点，打造出一个完
整的交易闭环”。于是2011年他
带领团队，对标美国的二手车连锁
零售商CarMax，创立了车王。

车王二手车目前有 14 家直
营门店，平均营业面积超过1万平
方米，总库存高达2500余辆。

基于二手车估值难、操作成
本高、残值处理比新车麻烦等原
因，中国的二手车商很难从传统
的金融供应商处得到支持。在这
种融资环境下，车王的“重资产”
运营模式反而成为优势，都给了
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极大的信心。

有了强大的融资做后盾，
2015年 1月,车王(中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正式营业,客户在以往贷
款买车时遇到的居民户籍政策、审
批通不过、贷款利息不划算等问题
迎刃而解。同时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将车价、保险、延保等汽车相关
产品费用全部打包进行融资,又再
次降低了客户的购车成本。（李涛）

试乘试驾试乘试驾 上汽荣威e950：首款“插电混动高级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