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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25日，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健康扶贫工作现
场推进会上获悉，我省将采取精准措
施，对贫困患者开出靶向“药方”，全面
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取得实效。

大病慢病患者实施分类救治

罹患大病、重病、慢病是因病致贫、
返贫的主要原因。会议提出，要着力分
类救治大病慢病贫困患者，确保健康扶
贫落实到人、精准到病，不让“病根”变

“穷根”。
分类救治的前提是要精准识别，找

准病人、查清病种。目前，我省已建立
了比较完备的健康扶贫动态管理信息
系统，根据统计，全省农村贫困群众中
有近40万患病人口，还有170.2万农村
人口因病致贫、返贫，占全省贫困人口
总数的53.58%。

为了减轻贫困人口的大病看病负
担，2016年，国家卫计委将9种大病的
农村贫困患者纳入专项救治，并在河南、
贵州等8省（区）先行启动。这9种疾病
分别是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儿
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
末期肾病。截至目前，我省9种大病集
中救治9847人，占应治人数的71.86%。

会议要求，加快落实大病集中救
治，大病、重病由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救
治，确保2017年年底前9种大病集中
救治覆盖所有贫困地区；2018年年底，
大病集中救治覆盖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人口和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以及
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同时，要加快
落实贫困地区慢病签约服务，确保年底
前覆盖率达到100%；加快落实重病兜
底保障，依托现有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制度，或以专项补充保险形式，精准地
为农村贫困人口再设立一道“保障线”。

160 个病种将按种类
“打包付费”

看病报销是百姓最直接、最现实的

获得感。目前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实现了全覆盖，针对贫困患者构
建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2016年以来，我省困难群众住院发生
的合规费用报销比例总体提高9.36个
百分点，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72%，患者看病就医费用逐步降低。与
此同时，全省已有2600家医疗机构开
展“一站式”即时结算，2500家医疗机
构开展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惠及贫困患
者111万人次。

按照保基本、防大病、兜底线的原

则，会议指出，要完善困难群众医保政
策体系，提高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筹资标准，同时降低困难群众住院医
疗报销起付线，实际报销比例90%左
右；力争将困难群众慢性病和重特大疾
病门诊诊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范围，报销比例超过85%。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
革，研究出台我省按病种付费工作意
见，在国家发布的320个病种内遴选不
少于160个实施按病种付费，保证按病
种付费的病种数和出院病例覆盖率达
到国家要求。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按
病种付费就是将某个疾病的诊断、检
查、治疗等一系列看病费用实行‘打包
付费’，这样就实现了合理控费，避免了
小病大治、过度医疗。”

确保贫困人口每年一次体检

为了让贫困人口不生病、少生病，
我省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持续强化，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已增加到
50元，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13类48项
基本公卫服务，并在贫困地区优先实施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妇女“两
癌”筛查等项目。2016年以来，贫困地
区农村妇女实施“两癌”筛查人数达42
万人，儿童营养包的受益贫困儿童达
22.7万人。

会议明确要求将公共卫生和疾病
防控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要覆盖所有农村贫困人口，
确保贫困人口每年开展一次健康体
检。②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月 25日
晚，应省文化厅邀请，由中华文化联谊
会、河南文化联谊会主办，台湾戏曲学
院、台湾京昆剧团联袂演出的新编昆曲
《蔡文姬》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精彩
上演。悲欢离合的故事、浑厚苍凉的意
境、温婉细腻的表演让观众陶醉其中。

台湾新编昆曲《蔡文姬》讲述了
东汉才女蔡文姬因时代兴衰而发生
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跌宕起伏的人
生，飞扬的文采，浓厚的家国情怀，使
蔡文姬的故事流传千古，至今传唱不

衰。该剧分为忧世托孤、邂逅贤王、
穹庐岁月、别夫离子、府堂大会、胡笳
诉怨六篇，整场演出文戏武戏穿插，
舞台美术意境简练，服饰精美，唱腔
曼妙，舞蹈飘逸，让观众领略了南方
剧种的特有风情。

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豫台两地文化交流大放异彩，不仅
提高了双方的艺术水平，而且加深了
豫台两地同胞的感情。据悉，今晚是
该剧首次公演，接下来将前往海南、厦
门、苏州、台湾等地演出。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 月 25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省委组织部联合该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河南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计划到 2020 年，全省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达到45万人。

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年底，我
省专业技术人员有 361万人，其中具
有高级职称者28.3万人，仅占专业技
术人员总数的 7.8%；在职顶尖人才、
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仅 3600 余人，
高层次人才不足成为制约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大短板。

为此，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
将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列为重点改革任务。《方案》是我
省首个专门针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建设出台的政策文件，提出要
以“高精尖缺”、创新型、引领型专业
技术人才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具有
创新创造活力、能够推动河南创新发
展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按照规划，到 2020年，全省取得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硕
士以上学历或具有较高水平、特殊才
能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要达到 45
万人，其中“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 120人左右，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2800人左右，中原学者 60
人左右，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00人
左右，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600
人左右，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2200 人
左右，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4500人以上。

《方案》提出，我省将在重点学科
和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新业态领域
培养造就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
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
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环境进
一步优化；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对科
技进步、产业升级、文化繁荣、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基本形成一支数量可观、门类齐全、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与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相匹配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省将采取三
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在健全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体系的基础上，
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产业技术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高层次人才国际
化培养计划、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
计划等五大重点人才培养工程，综合
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培育专业技术
人才，努力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搭建阶

梯、提供平台。比如以中青年学术技
术带头人为重点，每年选送 50 人左
右出国进行中长期培训，培训时间不
少于 3个月，着力提高我省高层次人
才国际化水平。

二是大力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团队），通过实施高端
领军人才引进计划、产业技术领军人
才团队引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重点引进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外籍院士
等顶尖人才。实施国际人才合作项
目，依托我省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
工程、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
科研基地等，采取“项目+人才+资
金”等形式，引进高端外国专家和专
门人才（团队）。到 2020 年，累计引
进海外留学人才 12万人次来豫开展
服务活动。

三是营造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创新创业良好环境，解除他们来豫
工作的后顾之忧。加强引才育才载
体建设，到 2020年，我省将建成 100
个以上院士工作站，50 个左右省级
专家服务基地，230 个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300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开辟引才“绿色通道”，对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
等，可不受单位结构比例和岗位限
制，通过特设岗位、动态调整岗位设
置等方式评聘专业技术职务。鼓励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在
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才携带自有科
研项目和成果到企业开展创新创业
或自主创办企业；5年内可保留人事
关系，由原单位发放基本工资，并保
留其参加职称评审、岗位等级晋升等
权利。②8

本报讯（记者 卢松）10月 25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正式
启动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推荐评审
活动。本届“中华慈善奖”设置慈善
楷模等四类奖项，我省拟推荐 12 个
名额。符合“中华慈善奖”评选条件
的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相关渠道进
行申报，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11 月
15日。

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的
最高奖项。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设
置慈善楷模、慈善项目（慈善信托）、
捐赠企业、捐赠个人四类奖项，表彰
名额共 150 个。我省拟推荐的 12个
名额，为 2015 年以来在全省慈善活
动特别是扶贫济困活动中事迹突出、
影响广泛的个人、单位、慈善项目和

慈善信托（有关捐赠数据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

据悉，第十届“中华慈善奖”不再
允许单位和个人自荐，只允许推荐。
省民政厅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候选
对象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只接受以下
推荐：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民政
局完成初选工作，确定的拟推荐候选
对象；来自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
豫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省性社
会组织等关于个人、机构和项目的推
荐。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提示，评审
材料填报一定要真实，如果发现弄虚
作假，一经核实，将取消其推荐资格，
并且 6年内不得再申报，也不得参与

“河南慈善奖”的评选表彰。③7

我省为贫困患者开出靶向“药方”
年底前9种大病集中救治覆盖所有贫困地区

我省出台人才新政

2020年高层次人才要达45万人

新编昆曲《蔡文姬》在豫上演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评审启动

10月 25日，焦作市解放区千亩菊花文化展活动拉开帷幕。今年，该区健
康产业园区种植1000余亩菊花，药用菊花达到600余亩，供游客欣赏精品名
菊的同时，还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致富。⑨6 李良贵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341.8 公
斤！”10月25日下午，在新乡市举办的

“高产优质大豆品种‘郑 196’及宽行
免耕机械化播种测产现场会”上，由测
产组专家宣布的这一数字，创造了我
省大豆实收亩产新纪录。

来自测产组的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表示：“这一成绩，在国内尤
其是黄淮海夏大豆产区是非常突出
的。”据省农科院大豆研究室主任卢为
国介绍，“郑 196”是省农科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通过多年定向选择，育成的
适宜机械化生产的高产稳产大豆品
种，自审定以来在生产上一直表现突
出，目前已成为黄淮南片大豆产区的
主推品种。

本次测产地段位于新乡县翟坡镇
西大阳堤村种粮大户姚生明的大豆田
内。“去年我种了近千亩其他品种的大
豆，亩产才100公斤左右，算下来赔了
40万元。后来我就去省农科院求教，
在卢老师推荐下种了‘郑196’这个品
种。今年 1000 多亩地平均产量 250
公斤左右、高产地块接近350公斤，丰

收已成定局。”姚生明兴奋地告诉记
者，大豆还未完全成熟时，就有 10来
家种子公司找上门预订。

“我们推广‘郑 196’好几年了。
这个品种不仅粒形圆、大小均匀、适合
机械化播种，而且株形紧凑、抗倒伏、
抗裂荚、底荚高度适中，也适宜机械化
收获。加上高产稳产，所以推广起来
特别快，现在已经成为我省大豆生产
的主导品种。”河南豫研种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大旺说。

本次测产的一大亮点是省农科院
研究的“宽行免耕机械化播种技术”。

“随着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很多玉
米产区改种大豆，‘宽行免耕机械化播
种技术’就是为此开展的新型栽培模式
探索。”卢为国解释，如果大豆宽行种植
模式得到推广，就意味着解决了大豆和
玉米的机械通用性问题，种植大户拥有
的农机可实现一机两用，也将大大降低
整个黄淮农机行业的设计制造成本。

测评组专家认为，“郑 196”宽行
高产种植模式的成功，是黄淮地区大
豆种植模式的一项创新。②40

我省大豆亩产再创新纪录
大豆宽行高产栽培模式获得成功

2016年
国家卫计委

将9种大病的农村贫困患者
纳入专项救治

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
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食管癌 胃癌 结肠癌
直肠癌 终末期肾病

截至目前，我省9种大病
集中救治9847人

占应治人数的71.86%

2016年以来，
我省困难群众住院发生的合规费用
报销比例总体提高9.36个百分点，

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72%

制图/刘竞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秋天，太行山迎来了一
年之中最美的季节，郁郁葱
葱的山林被成熟的果实点
缀着，数不清的曼妙，看不
尽的画意。豫北农民在党
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努力
让幸福生活绽放无穷光
彩。图为 10月 24日，记者
在卫辉市狮豹头乡拍摄的
太行美景。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10 月 25 日，记者从洛阳市住建委获
悉，今年洛阳市新增供热面积已达
1030万平方米，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据了解，供热基础设施薄弱是
洛阳市城市建设的突出短板。作为
2017 年重点民生实事之一，今年以
来，洛阳市以热源扩容、配套管网建
设为重点，科学规划供热管网建设
和施工期限，加快推进引热入洛等
工程建设，制定出台了《2017 年度

城市集中供热工作推进方案》，明确
提出今年 10 月底前，市区计划新增
集中供热面积 1000 万平方米，集中
供热普及率达 70%，新建、改造管网
总长度 72.5 公里，新建、改造换热站
87座。

洛阳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工程今年 3月全面启动以来，共完
成新增供热面积1030万平方米，覆盖
76个小区 91082户居民。同时，还新
建、改造管网 76.6公里, 新建换热站
90座。③4

洛阳市区新增供热面积1030万平方米

秋日太行

45
到2020年，全省取得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硕士以
上学历或具有较高水平、特殊才
能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要达
到45万人

万人

28.3
截至 2016年年底，我省专业技
术人员有361万人，其中具有高
级职称者 28.3 万人，仅占专业
技术人员总数的7.8%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