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赵建国 纪雨辰

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被
认为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痼疾，成为
患者的“痛点”、社会的热点。如何合理
配置医疗资源，有效降低医疗费用，让城
乡群众方便看病、看得起病、有序看病，
各地一直在积极探索。在漯河，一个致
力于促进城乡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重
建就医格局的医改故事正在激情书写。

智慧医疗，让百姓方便看病
“要是去市里看病，来回坐车得折

腾一整天，现在连上网，在家门口就能
让市里的专家看病，享受到大医院的
服务，真是太方便了！”12月 21日，提
起前不久在镇卫生院接受漯河市中心
医院医生诊疗的事，召陵区万金镇小

杨村农民赵玉凤仍激动不已。
享受远程诊疗的不止赵玉凤一

人。仅12月以来，万金镇就有30多名
患者在镇卫生院接受了由市中心医院
高血压科、心内科专家进行的远程诊疗。

“医生在网上问诊，工作模式、医
生考核等方面与线下相当，电子处方
也与线下处方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
将办公地点转移到了线上。”漯河市中
心医院有关负责人说。

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方便群众就
医，漯河市卫计委与深圳万普瑞邦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互联网医疗远
程门诊、远程诊断服务系统”。该系统
以漯河市中心医院为中心，让乡镇、社
区或村室互联共享，形成远程检查、监
测、康复与急救、影像判读的远程诊断
管理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

（下转第三版）

学讲话 读党报 为中原添彩

打好“四张牌”③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打造郑州大都市区的亮丽“南大门”
——访中共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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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的三个瞬间

农行河南省分行

前11个月为我省新增融资941亿元
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承销地方债、实体贷款投放均居同业前列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金维成 杨志勇

12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
分行传来喜讯：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该行紧紧围绕“稳增长、保态
势”总体要求，全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今年前11个月
新增融资共计941亿元，融资总额、新
增贷款、承销地方债、实体贷款投放均
居同业前列。其中，新增贷款和新增
实体贷款分别达 476 亿元和 390 亿
元，均超过了前3年年度增量的总和，
在全国农行系统内排名均居第 5位，
较上年排名均前移19个位次。

倾力支持民生工程和重大项目。
围绕郑州航空港区、“米”字形高速铁
路网、城市基础设施、重点水利工程等
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今
年前11个月，农行河南省分行新增法
人贷款242亿元，居五大行之首，重点

支持了政府平台企业、中央驻豫企业、
省属重点企业64户。其中，已投放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35亿元、棚改贷
款9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53
亿元、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15 亿
元；全力支持郑州航空港区及河南自
贸区建设，已投放贷款 55亿元，在全
省金融机构中第一家投放航空港区棚
改贷款。

持续加大服务“三农”和精准扶贫
力度。围绕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精准扶贫项目，农行河南省
分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截至11
月末，累计投放县域贷款498亿元、涉
农贷款 390亿元，县域贷款较年初新
增 194亿元，增量居全省金融机构前
列。统计数据显示，该行对全省53个
扶贫重点县的贷款余额达 290亿元，
今年新增贷款 51 亿元，直接或间接

“贷动”11万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其中
向兰考棚改项目、学校医院、中小企业
和农户新增贷款 8亿元，全力助推兰

考脱贫攻坚。推广“政府增信+农行+
农户”的精准扶贫模式，支持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1.3 万户，发放贷款 35.7 亿
元。

多渠道融资服务实体经济。针
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融资新需求，
农行河南省分行创新金融产品，帮助
企业“去杠杆”“降成本”，“一企一策”
设计产品服务方案。目前，该行与中
信重工、洛阳城投、中建七局、郑州轨

道交通等 29家企业和政府平台达成
了 560亿元融资服务合作意向，已提
供理财融资、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
产业基金等融资 160亿元。此外，在
去年承销 258 亿元政府债券的基础
上，今年以来该行又连续三批承销了
总计 305亿元的河南省政府债券，承
销总额达 563亿元，单次承销金额和
承销总量均居各家金融机构之首。
新增投放法人实体贷款 397亿元，亦
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其中为省重点

企业投放兼并重组、技术升级、产能
转换贷款 172亿元，有力促进实体企
业发展。

助力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去
库存。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国
企改革的有关部署，农行河南省分行
积极支持“三煤一钢”脱困发展。作
为河南能化的主债权行，该行积极联
合 18 家金融机构成立债权人委员
会，积极协调其他债权金融机构不抽
贷、不压贷，与企业抱团取暖、共渡难
关。同时，围绕省政府“新兴热点消
费工程”，该行大力发展个人住房贷
款业务，并结合农民进城购房有关政
策，创新推出“农民安家贷”产品，不
断加大对农民进城购房的贷款支持
力度。今年前 11 个月，农行河南省
分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 252.6 亿元，
同比多增185.6亿元，投放“农民安家
贷”贷款 106亿元，帮助 3.9万户农民
实现了“进城安家梦”。

□本报记者 董娉 实习生 袁楠

12月 22日清晨，散发着油墨香
的《河南日报》新鲜出炉。与往常一
样，它们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
人，无声地讲述着那些大事要闻。

7：00 郑州市纬一路阅报栏
大风刮走了多天的雾霾，家住郑

州市纬一路的退休干部赵老先生和
老伴儿准时开始晨练。晨练前，他俩
像平时一样驻足在《河南日报》阅报
栏前。两位老人不习惯用智能手机，
党报成为他们了解国家大事和生活
资讯的重要途径。

“城郊线票价出炉了，郑州的地铁
线越来越多了！”“机场旅客吞吐量都
突破2000万了！”赵老先生一手扶着
老花镜，一手点着阅报栏的玻璃，仔细
浏览着每一条信息。对于他们来说，
新建的地铁线路经过哪里、米字形高
铁建设等新闻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赵老先生告诉记者：“党报的报
道不仅让普通百姓看到了河南的发
展变化，还为百姓出行带来便利，在

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间架起了一座
连心桥。”

11：55 省交通运输厅
“作为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主力军，全系统党员干部对《河南日
报》刊发的系列述评尤为关注。”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张琼刚刚结束上午的
厅长办公会，就翻阅起《河南日报》来。

在她看来，不论是省第十次党代
会的报告解读，还是打好“四张牌”的系
列述评，都做到了有事实，有分析；既谈
成绩，也说问题；既有评价，也有建议；
既有高度，也有厚度，对于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的发展方向给予了清晰的注解。

“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区域发展最
为重要的比拼点。加快推进全省交通
运输重大基础性工程，既是当前形势
下稳增长、保态势的必要措施，更是增
创优势、增强后劲的战略举措。通过
《河南日报》的报道，让我们更加明确
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张琼说。

16：30 郑州—海口航班
出差途中阅读报纸，已经成为省

社科院研究员刘道兴的习惯。一走
进机舱，他就从门口摆放的众多报纸
杂志中抽出一份当天的《河南日报》。

越来越密集的城市地铁线、四通
八达的高速路网、地位不断提升的国
际物流集散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的
全面发展为河南经济腾飞做足了“功
课”。“《河南日报》不遗余力地将这些
成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有高度有
深度，而且有‘温度’带‘露珠’，为中原
更加出彩作了很大贡献。”刘道兴说。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刘道兴总是
能准确地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
及省里的工作重点，而他每次在做报
告时脱口而出的鲜活例子也大都是从
《河南日报》上读到的。“阅读党报，既
是启迪思维、指导工作的重要法宝，也
是统一思想、站稳立场的‘政治课堂’，
应当成为每个党员的‘必修课’。”③6

信息汹涌于掌上、指尖的今天，我
们想邀请您拿起笔或手机，讲一讲您
与《河南日报》的故事，分享您从党报
中获得的有利工作、有益生活的点滴
启示和瞬间感悟。

按照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我
省于12月 20日启动了“学讲话 读党
报 为中原添彩”活动，作为此次活动
的重要一项，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第一届“我与党
报”征文比赛活动将在《河南日报》上同
步启动，从今年 12月 23日起至 2017
年 6月 23日止，为期半年。诚挚欢迎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
会精神踊跃赐稿，无论您是畅谈对全
面从严治党这一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之举的信心，献策于大气污染防治、
国企改革、脱贫攻坚等三大事关发展

大局的“战役”，还是与党报絮谈民生
大事、身边小情，我们都将恭听、谨记，
忠实反映您读党报、用党报的心得体
会、真实事例，记录您与党报的情谊和
缘分。

此次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
数宜千字以内，一经刊用即寄奉稿费；
征文活动结束后，还将评出一等奖作
品20篇、二等奖作品50篇、三等奖作
品100篇，并分别给予奖励。

来稿请寄：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报
业大厦河南日报新闻编辑室，邮编：
450008，电子邮箱：hnrbxwbjs@163.
com。联系人：张鸣飞，电话：0371-
65796332。

此次活动在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
端上同时开展，欢迎您对相关专题进
行留言（字数不限）、点赞或转发，活动
结束时也将进行评选并给予奖励。

河南日报编辑部
2016年12月22日

“我与党报”征文比赛活动启事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2
月 22日，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省委在
郑州召开省辖市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会议，听取全省18位市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并进行评
议，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对今年全省基层党建工作回
顾检视，促使各市委书记切实履行抓
基层打基础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促进
基层建设全面提升全面过硬。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润儿、邓
凯、翁杰明、赵素萍、任正晓、夏杰、李
亚、陶明伦、许甘露、马懿、穆为民出席
会议。中组部组织二局局长、基层办
副主任石军出席会议并作点评讲话。

会上，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分别就
履行基层党建职责情况、存在问题及
原因、下一步思路和措施进行述职。
谢伏瞻、陈润儿、邓凯在听完大家述职
报告后进行了点评，并对各市进一步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谢伏瞻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全面从严治
党这条主线，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大抓
基层的部署要求，在推动基层组织建
设全面提升全面过硬上取得了明显成
效，主业主责意识明显增强，党建龙头
任务扎实推进，重点难点工作取得突
破，组织保证作用有效发挥。从总体
上看，全省基层党组织是坚强的、有战
斗力的，基层党建工作是扎实有效的，
但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我们要
清醒认识，持续用力，解难题、破瓶颈、
补短板，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就进一步抓实抓好基层党建工
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促
进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全面过硬，
谢伏瞻强调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加强基
层党建的责任扛稳扛牢。能否扎扎实
实抓基层打基础，不是一般的工作问
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是衡量一级党

委和党委书记是否履职尽责的重要标
尺。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
识到，抓好基层党建，是确保全党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的基础工作，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治国
理政的重要基石，是决胜全面小康、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有力保证，是认真履行
抓基层打基础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要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推进基
层党建全面提升全面过硬。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需要各级党组
织主动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抓住
关键点、找准突破口，全要素、全方位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要夯实支部建设
这个基础，推进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选
优配强基层党支部书记，建好基层党
员队伍，把党支部建设好、巩固好。要
抓住严格组织生活这个关键，严格制
度、形成常态，与时俱进、创新方法，用
好武器、增强实效，切实把党内组织生
活开展起来、严肃起来、坚持下去。要

把握发挥作用这个核心，围绕中心大
局、重点任务、群众需求发挥作用，坚
持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相统一，注重
政治引领，在服务中体现党的政治优
势，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要强化基础工作这个保障，严格
落实中央和省委各项政策规定，及时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加大投
入力度，力量配备突出“强”，经费保障
争取“足”，活动阵地突出“用”，为基层
党组织发挥好作用提供坚强保障。

三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在基层延伸落实。要有
抓常的定力。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
人要切实扛起责任，强化经常抓的意
识，落实经常抓的措施，形成经常抓的
机制，保持“全面抓、从严抓、经常抓”的
政治定力，把责任落在平常，把工作抓
在日常，把压力传导在经常。要有抓细
的作风。从一件件具体事情抓起，从一
个个具体问题改起，工作指导要具体，
标准目标要具体，（下转第二版）

省辖市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议举行
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润儿等出席 让城乡群众共享医改红利

——漯河市致力重建就医格局侧记

12 月 22
日，在舞钢市垭
口街道鑫源社
区综合服务站，
工作人员正和
群众一起阅读
河南日报金水
河客户端上的
内容。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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