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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社服务圈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安阳以保就业“解民生之忧”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马启飞

党的十九大提出，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
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
充分就业。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始终
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打造
促进就业创业新格局。五年来，全
市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 44.77
万人次，失业人员再就业累计
16.58万人次，其中困难人员就业
累计5.03万人次。

一项项令人振奋的就业指标，仿
佛一个个铿锵有力的音符，汇聚交
织，演奏出一曲雄壮的就业交响曲。

林州市人社局和邮储银行林州市支行举行创业担保贷款现场发放仪式

政府搭台
打造“15分钟人社服务圈”

李春红是殷都区水冶镇张贾店村贫困
户。今年，为照顾家中患病老人和孩子，她
从外地回到家。邻居告诉她，水冶人社所可
以帮忙找工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去水
冶镇人社所登记了一下，没想到几天后，就
接到殷都区人社局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培
训的通知。一个月后，她成为一名保洁员，
每天上半天班，工作地点就在家附近。

“要不是人社所牵线，哪能这么快就找到
活干？”李春红感慨。在安阳，和她有同样感触
的群众不在少数。以前，村镇农民求职找工
作，往往要跑到距家几十里的市区或县城。

如何让村民就业“触手可及”？
近年来，安阳市开展“基层平台建设提

升”活动，投入 1000多万元，建立 115个基
层人社站所，配备128名乡镇（街道）平台工

作人员和2728名村级协管理员，形成“15分
钟人社服务圈”。此举不但使村镇农民社会
保障业务能够一站办理，还打通了打工就业

“最后一公里”。
除此之外，他们还实施就业服务精细化

管理服务，建立 12个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
系统，在线招工企业常年保持在 4000家左
右，就业岗位5万多个。促进“就业e图”、微
信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互联互通，实现了
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的网络全
覆盖。

如今，乡镇村民求职找工作，不用再跑
到市区或县城，只需就近把材料递交给乡镇
上的人社服务所，即可办理职业介绍、社会
保障各项业务。

资金“做保”
草根创业不再是梦

“党的好政策让俺赶上了，老农民也能

实现创业梦！”12月 3日，林州市东姚镇马
安山村，45岁的郭天喜正在自家的果园里
忙活。去年，郭天喜在村里承包了一片果
园，搞核桃、苹果种植，不料资金周转却遇
到了困难。老郭犯了大愁，想方设法四处
筹款。

当时，正巧林州市人社部门创业担保
贷款中心开展“惠民政策进万家”政策宣
传，了解了老郭的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
并通过三户联保的方式，及时帮助老郭办
理了5万元创业贷款，一下为其解决资金难
题。“今年秋天果园收成不错，不仅收回成
本，还略有盈余。”老郭说。

和他一样，以往在安阳，很多“草根”想
创业，却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近几年，面对
农民工群体，全市完善资金扶持体系，搭建
创业平台，实现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
应。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安阳市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创新贷款方式，采取扩大担保范围，
将扶持对象重点向“草根”倾斜，放宽贷款条

件，只要申请人员有项目、无工作并能提供
一个自然人担保，即可发放最高至 1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两
周内即可收到贷款，且两年内利息全免。

据了解，今年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5.67 亿元，扶持 6963 人创业，带动 2.36
万人次就业，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141.8%，
在全省位列前三。

精准帮扶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工厂办到了家门口，让俺不出村就找
到了工作，每月能挣 2000 多元，俺要好好
干，争取今年脱贫。”12月 3日，家住汤阴县
宜沟镇大寺台村的贫困户刁秀君，在家门口
的永达清真食品厂领到了工资。“每月2000
多块钱的收入，解决了俺家的大问题。在家
门口工作，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子，俺很知
足。”刁秀君说。

去年8月，在汤阴县人社局转移就业精
准脱贫帮扶活动中，该食品厂为 2500余名
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并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优先为6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提供就业岗位。

近年来，安阳市把促进就业作为精准扶
贫的重点，做实做细就业扶贫攻坚专项行动
计划，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增强群众劳动致
富能力。“万名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专项行
动”“3亿元创业贷款助推脱贫专项行动”“50
家培训机构帮扶脱贫专项行动”“500家转移
就业脱贫基地建设专项行动”和“100家居家
灵活就业项目进贫困村专项行动”五个支持
转移就业脱贫专项行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数
万名贫困家庭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截至今年11月 20日，全市贫困家庭劳
动力技能培训 1544人，贫困家庭劳动力转
移就业4192人，为贫困家庭劳动力1156人
提供创业服务。

给力的就业政策，良好的就业环境，临
近岁末，一份满意的就业成绩单摆在全体安
阳人面前，“民生之忧”不再是烦忧。8

安阳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缘何频受多方点赞？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发展模式探究

小桥、亭台、林荫相映成趣；垂柳、青草、花朵满目生机……这样的景色，在公园里并不稀罕，可在医院，却很难见到。12月5日一早，

记者来到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称“五院”），穿过门诊楼，来到病房区，只见这里亭廊深深，过道两旁栽满了各式植物，一个开放式的花

园赫然在目。几位老人在绿色间或打拳、或舞剑、或闲谈，若非白衣天使频繁穿梭，很难相信这是一所以传染病救治为主要职能的综合医

院……

曾经，五院作为安阳市唯一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肩负着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始终与各类传染病作不懈抗争；如今，它华丽

转身，立足一方，成为安阳市西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医院。它是如何做到的？

在常人看来，“传染病”是个闻之色变
的字眼，“传染病医院”也是让人避之不及
的地方。可事实上，患者在五院就医和在
其他医院，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会得
到更多尊重和关怀。

去年 11月，五院 120接诊了一位国
外患者。在林州旅游时，她不慎从1.5米
高处跌落，致使头部、胸部等多处受伤，造
成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肋骨骨
折和双肺挫伤等多种疾病。入院时，患者
已经神志不清，脑外科、骨科专家紧急会
诊，开通“先抢救后办手续”的绿色通道，
为患者进行了紧急颅内血肿清除手术及
骨科综合治疗。手术非常成功，患者病情
恢复顺利，对五院医疗服务非常满意。

这只是五院成功抢救患者众多案例
中的一个。近年来，五院将“服务、惠民”
当作重点工作来抓，灿烂的笑脸、亲切的
问候，只是五院对职工的基本要求；对急
性传染病患者不避不弃、精心护理，为患
者垫付医药费，与患者交朋友，这样的事
儿每天都有。

在五院，宽敞的门诊大厅内设立有综
合服务台，配有电话、轮椅、推车、老花镜、
针线包、茶水等，免费为门诊患者提供豆
浆、面包等早餐，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
着药品价格和治疗项目价格等服务信息，
让人一目了然；专家介绍和坐诊医生介绍
牌，方便患者进行选择。配备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史托斯腹腔镜、大型C臂等大型

仪器，以及领先于行业的高端智能远程医
疗机器人。

随着京津冀传染病防控医联体和佑
安医疗联盟远程医疗平台的建立，2016
年 10月，北京佑安医院与五院合作成立
了豫北肝病诊疗中心，同时利用智能远程
医疗机器人“Vgo”开展远程医疗专家会
诊，使安阳市肝病患者不出市就能享受到
国内知名专家的诊疗服务。

五院的“换挡提速”，得到社会和群众
的普遍认可。今年 7月份，安阳市出台
《健康安阳建设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文件中明确提出安阳市西南地区要
建设以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为主的医疗
中心，为五院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成见颇深”到“主动求医”

回顾发展历程，五院人常常感慨其中的艰
苦和心酸。1963年 3月，安阳市在殷都区成立
安阳市传染病医院，也就是“五院”前身，承担着
全市传染病救治和防治的重要任务。1993年
11月，安阳市传染病医院正式更名为安阳市第
五人民医院。

“受客观条件限制，当时院里仅有一座门诊
楼，一栋病房楼，每个医生都身兼数职，上午坐
门诊，下午做手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五院人砥砺奋进，克难攻坚，凭借在传染病防治
与救治的经验优势，特别是肝病治疗方面，将五
院打造为中原地区甚至国内有名的传染病医
院。1997年10月，该院被评为我省第一家二级
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

然而随着近年来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
民生活条件改善，传染病发病率逐年降低，五院
的生存面临很多问题。面对严峻形势，是固步
自封、原地踏步，还是突破困境、探出新路？

20世纪 90 年代末，五院领导班子背水一
战，毅然作出抉择：一定要转型发展、创新突破，
摆脱整体水平在全市落后的不利局面！

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五院以“专科立
院、综合兴院”为发展思路，趟出了一条迈向综
合性医院的新路子：他们在完成传染病救治工
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任务的情况下，结合医
院实际，对医疗力量进行科学整合，开设普内
科、普外科、妇产科、儿科、骨科、神经外科、烧伤
整形科、肿瘤介入科等临床科室，丰富了医院学
科门类；按照三级医院标准，想方设法筹措资
金，实现了设备的更新换代；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为员工搭起学习平台；服务提质，打破常规，
推出“先住院 后付费”的就诊模式，使患者的生
命通道更加畅通。

今年 9月 10日，作为 2017年安阳市“重点
民生十件实事”之一，五院新建综合病房楼开工
奠基，设有6个标准综合病区，新增病床250张，
传染病区和非传染病区布局划分将更加合理。
五院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付菊平

从步履蹒跚到重现生机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花园式”园区

今年4月，安阳市卫计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观摩座
谈会在五院召开，来自全市卫计系统的党政负责人齐聚
五院“取经求宝”。党建成为五院的另一张“金字招牌”。

去年5月，新一届医院班子上任以来，院党委高度重
视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党支部实施换
届，配齐配强了党支部成员，完善了医院各级党组织。“全
面从严治党，如何向基层延伸？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如何避免假大空？那时候我天天想的
就是这些问题……”在党委书记李永红看来，基层党建工
作不是“虚功”，而是要牢牢抓在手上的实功。

从2016年开始，五院把党建工作作为业务工作支
撑和保障，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结合实际制定了紧密
结合各支部和临床、医技、行管等岗位特点和工作职
责，分类确定职责包括医院党委、党支部、党小组、科室
和党员五个层面，共27个清单，具体明确量化了230条
职责措施和对应的 230条问责措施，让“全面从严治
党”制度化、常态化、具体化。

同时，创建“六强六好”标杆党支部，开展“两优两
先两岗”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全院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
焕然一新，干事创业氛围明显增强。从“寻找身边的优
秀共产党员”，到“先进党组织”评选，再到创建“标杆党
支部”等活动，五院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党员先锋模范，
成为该院转型发展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五院正在抢抓机遇，加强质量管理，提升优质服
务，加快实现‘强专科、大综合’转型发展，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安阳第五人民医院院长
吕运海说。

从“默默无闻”到“闪光名片”

11月 28日至29日，由国内及非洲24个国家组成
的中非媒体记者团，走入林州实地采访。

记者团一行先后来到红旗渠纪念馆、青年洞景区、
皇后村古村落、国际水彩画村白家庄，感知林州广大农
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变。

“以前光在书上看到过红旗渠，今天来到这里亲身
感受，红旗渠精神真是让人震撼！”埃及《消息报》记者
阿卜杜勒阿勒姆发出由衷赞叹。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记协、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等共同主办，旨在增进中非媒体交流，让更多非洲媒体
朋友走进中国、了解中国。8 （朱瑞娟）

安阳市

打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12月 4日，记者
从安阳市有关部门获悉，该市打响“冲刺三十天 坚决
保目标”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了解，从12月1日，该市按照严、细、深、实标准，
要求所有驻厂、驻工地监管人员及网格“一长三员”进
行不间断监督排查，落实管控措施；执行封土行动，土
石方开挖全面禁止；对工业企业实施错峰生产、限产停
产，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工施工的要严肃追究监管部门
和属地政府的责任，严惩违规违法企业；对“三替代”工
作进行拉网式排查，逐户签字确认；执行机动车限行禁
行办法，严控大车违规运输，严查劣质煤、劣质油，严防
出现反弹。8

2017第三届中国殷商
文化高峰论坛在安阳举行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12月 4日，2017
第三届中国殷商文化高峰论坛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幕。

前不久，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作为殷商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文研究成为此次论坛中“热
门”课题。

在为期两天时间里，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甲骨
文研究专家马如森等300名与会代表，带着《中国篆书
的起源在汉字史上地位和作用》《试探甲骨文生僻字隶
释》等170多篇论文，交流了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
释读甲骨文、弘扬殷商文化进行了有益探索。8

中非记者看林州

“红旗渠精神让人震撼”

安阳市卫计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在安阳市第五
人民医院召开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开展党员下乡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