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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内央企成品力著 中海锦城礼献中原
□王军伟 张光强

央企匠心巨筑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人居升级

1979年，中海地产成立于香港，
并于1992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其母
公司中国建筑，世界 500强第 24位。
中海地产是中国最享有盛誉的房地产
开发公司之一，素有业界“工科中海”
的美誉。2010年—2012年，连续3年
获选“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并
于2010年荣登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500 强”，为唯一上榜的中资房企。
2017年7月23日，荣登中国房地产上
市 公 司 竞 争 力 百 强 第 一 名 ，并 以
519.06亿元品牌价值连续6年名列中
国地产行业品牌价值第一，目前其业
务已拓展至欧、美、澳等地。

在郑州，中海地产母公司中国建
筑先后投资承建了裕达国贸酒店、中
原福塔、新郑机场T2航站楼、郑州轨
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等关乎城市基
础及形象的重大项目。中海地产也于
2014年拿下原河南警察学院地块，强
势进驻郑州，打造首个人居精品“中海
锦苑”。

2016 年 12 月，中国建筑与河南
省政府签署《“十三五”战略合作协
议》，“十三五”期间将在河南省投资
1000亿元。为积极落实母公司中国
建筑与河南省的战略合作协议，中海
地产“十三五”期间拟计划每年在郑州
市投资超过100亿元。更懂城市、更
懂地产的中海地产，正充分依托母公
司中国建筑，充分发挥央企的辐射带
动优势，化身大郑州“城市合伙人”。

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城市建设等方面迎来多
重利好，这座城市因此被各大地产商
视为机遇之城，地产30强房企纷纷抢
滩也证明了房企对于郑州市场的看
好。随着郑州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周
边新区项目不断涌现。在三环内主城
区地块和项目日趋稀少的当下，调控
不断，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购房心理
变化。但是，只要三环内一有项目入
市，必定洛阳纸贵，主城区的价值依然
无法撼动。

而在主城区的核心地段由品牌央

企中海地产推出的纯粹成品社区——
中海锦城，自入市以来，就引发了市场
以及购房者的强烈关注与追捧，成为
片区炙手可热的置业新品。中海锦城
作为央企中海时隔三年后在郑州又一
新作，承载了集团加速布局下诸多希
冀。战略升级转型的新方略下，这份
答卷的呈现效果也成为观测企业操盘
能力的最直接窗口。

引入纯粹社区
借全球人居理念助中原腾飞

中海地产在行业内开创的7大创
举已被多数行业人士知晓，作为房地
产行业的引领者，此次中海地产在郑
州三环内的主城区，率先引入了发达
国家发达城市中的“纯粹社区”理念。

纯粹社区——中海锦城为有品位

的人而来

纯粹小区概念起源于世界发达国
家，流行于国内一线城市目前在北上
广深已有多个案例，它有三个明显特
征：一是总户数少于300户，二是多位
于市区核心地段，享有精致园林、丰富
活动空间和精细化物业服务的圈层式
社区，三是多定位于即青睐都市繁华
生活又需求私密生活空间的城市精

英。例如伦敦“海德公园一号”，项目
位于英国伦敦中心海德公园旁的骑士
桥附近，仅有80户，套均总价2000万
英镑，卡塔尔时任第一副首相贾西姆
就住在其中。

再比如，伦纳德大街56号位于曼
哈顿核心区位小区高253米仅有145
户。仅有少量顶层人士居住于此。在
国内，北京的昆仑公寓小区位于北京
三环内朝阳区，仅 26户，冯小刚及华
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王中磊就居住
在其中。由此可见全球有品位的人基
本都住在纯粹社区内。

此次中海锦城正是中海地产于主
城区倾力打造的“纯粹社区”。中海锦
城项目虽地处北三环核心城区，容积
率却仅为 3.48。小区仅有 256户，却
享有精致园林、丰富活动空间和精细
化物业服务的圈层式社区，总体来说
属于纯粹社区范畴。

择址三环内配套集中的核心区域

在交通配套方面：中海锦城项目
3000米内有4条地铁，56条公交线路
以及 4条高架快速路，距离地铁 3号
线兴隆铺路站仅有400米；教育配套
方面：项目 3000 米内有 189 所幼儿
园，22所小学，11所中学和 500余所
培训机构；商业配套方面：项目 3000

米内有 3大商圈，4座购物中心，8家
大型超市，50家生活超市，2家进口超
市和 11座农贸市场，同时，郑州首座
宜家家居也在本项目旁边落地……

据统计，中海锦城3000米范围内
共有包括省实验幼儿园在内的189个
幼儿园，思达外国语小学等 22所小
学，11所中学，7所高等院校。有河南
省中医院、郑州大桥医院、郑大第四附
属医院和金水区总医院4家综合性医
院、3家专科医院、8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153家社区诊所等。这两项资
源的强助攻也为中海的居住以及投资
价值加码。

名牌装修 15700 元/㎡起 三环内

最后的捡漏机会

中海锦城建筑采用大都会风格，
恢弘大气，全石材铺装园林地面，配合
以全年龄段的休闲设施安排，无不体
现出精益求精的精品创新之风，在享
受宽广视野的同时，也充分保证社区
的纯粹性，户型面积在89到 141平方
米之间，全南北通透，全面宽飘窗，额
外赠送面积，大堂挑高7.9米，配备新
风系统、地暖和净水器……一系列的
人性化高端配置无不妥帖到位地显示
了中海对业主的满满诚意!

中海锦城项目的精装修专门请到

香港室内设计协会会长陈德坚先生亲
自操刀，不仅是简单地做户型设计和
装修，而是为业主提供全面的家居解
决方案。对于空间尺寸的把握都是按
厘米级别来推敲，力求达到人体工学
最舒服的尺度标准，每个户型的空间
尺寸和装修方案、用材用料、色彩搭配
都经过上百次的不断优化而成型。

中海锦城的装修几乎都是一线品
牌，处处可感受到其筑家的匠心：小小
的入户挂钩可承重约18kg，让手提重
物归家的业主从容开门；著名的高端
锁具品牌“第吉尔”密码锁不仅具备自
动反锁功能，还支持密码、刷卡和钥匙
三重开启功能，不必为忘带钥匙而担
心；开关采用国际一线品牌施耐德，并
精心设计一键开关，安全便捷；美的新
风系统通过三层过滤，有效过滤空气
中的PM2.5；卧室飘窗预留电源，方便
手机充电；断桥铝合金的三层中空玻
璃比普通双层玻璃隔音隔热的性能更
好，让业主安然入眠……

在购房者都十分关心的厨卫精装
上，亮点更让人目不暇接：U形设计的
厨房，采用博洛尼牌的橱柜；厨电采用
瑞典进口品牌伊莱克斯的三件套，并
在抽油烟机背后专门设置了一块不锈
钢的防油污墙面，方便打理；伊莱克斯
嵌入式的消毒碗柜，内置碗碟篮，开门
照明，有紫外线和臭氧双重消毒杀菌、
负离子除味，保证家人健康；林内牌大
智系列热水器；卫生间是配备科勒的
洗手台盆和马桶，洗脸台盆具有高硬
度釉面，强力耐腐蚀，持久耐用；博洛
尼牌的配镜柜和台盆柜收纳能力强，
节省空间，方便业主梳妆……

中海锦城，原本是根据25000元/
平方米的售价制定的产品设计和精装
配置标准。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央
企，中海严格贯彻落实了政府的限价
指令，在不减配、不捆绑的情况下，价
格拟定在全部优惠后 15700元/平方
米起，而与其相距约2000米的中海锦
苑，目前二手房成交价已经在 23000
元/㎡，中海锦城的品质保障与价格优
势叠加，引得购房者纷至沓来。

中海锦城住宅带动了区域价值的
飙升和升级，以匠心品质，打造醇熟格
调生活。与此同时，在高频出手的
2017，中海在郑州已迅速落下七子，

分别位于金水区、惠济区、高新区、经
开区等多个区域，住宅用地仍是拿地
重点，商办用地也在其布局之中，呈四
面开花，多盘联动之势！

未来，中海地产将以郑州为核心，
继续布局中原，深耕河南，为这座国家
中心城市的发展、人居升级贡献力量，
镌刻城市腾飞的地标印记！

(上接第一版)
除此之外，息县县级医院还分别与

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北京阜外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省妇
儿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
中医药大学三附院等三甲医院建立了医
联体，并将优质医疗资源向乡镇卫生院
延伸，构建了上下转诊的绿色通道，形成
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衔接互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
病到医院、小病到基层、康复回社区的就
医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全县医疗机构
住院病人外转率6年间减少近20%，出
现了在外息县人返乡就诊的“就医回流”
现象，县域内住院率最高达到89.13%。

利民改革无止境。2017年，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息县出台了《息县县
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以开展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为切
入点，探索实行医保资金总额预付到医
共体，发挥县级公立医院的龙头作用，
形成“上联三甲、下共乡村，全县一盘
棋，上下一家人”的县域分级诊疗模式。

“医共体是县级医院对下与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的资源整合，属于医联
体的一种，是息县医改迈出的一大步。”
李煜说，“过去医院病人越多，利润就越
高，但医共体内资金实行总额打捆预付
后，病人越多，支出费用就越高，医疗机
构利润空间就越少，相反，病人越少，结
余费用就越多，这就要求转变思想观念
和服务模式，由过去的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为以管理群众健康为中心，最终实现
让群众治好病、少得病、少住院、少负
担。”

上有医联体，下有医共体，息县医
改之路越走越开阔……

从免押金到“一站式”：

“5+3保障”治“顽疾”

息县八里岔乡梅寨村42岁的贫困
户周静不幸罹患脑胶质瘤，今年7月在
武汉做了大型手术和放疗，但后期一年
8次、一次 1.3万余元的化疗费用让一
家人一筹莫展。在村干部的劝说下，周
静住进了息县人民医院肿瘤内科。

11月 20日，刚刚做完又一个周期
化疗的周静办理了出院手续，“没想到
县里的医院也能做化疗，每次费用还比
武汉医院少4000多元，住院‘零押金’，

先看病后付费，一个化疗周期我个人只
付了400多元！”

息县在全县公立医院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推行“先看病，后付费”诊疗服务
模式。住院期间，定点医院每天向患者
提供费用“一日清单”，让患者及时了解
医疗费用。出院前2-3天书面告知患
者个人预计承担费用，出院时患者只需
缴纳个人负担费用，县医保中心提前预
拨周转金，医院据实结算。

众所周知，有着“血癌”之称的白血
病治疗费用极高。然而 2017年 7月，
息县杨店乡杨围孜村贫困户王红卫11
岁的女儿王蕊却只花了1000多元治疗
了白血病。实际上她的医疗费用高达
32万余元，各项报销后自付仅 1379.4
元，背后是息县健康扶贫“5+3保障”带
给她实实在在的优惠。

李煜详细地向记者说，第一道是基
本医疗保险，乡镇、县城和县外分别可
以报销 90%、80%、70%；第二道是大
病保险，自己负担符合规定的住院费用
超过1.5万元以上的分段给予补偿，一
年最高可补偿40万元；第三道是大病
补充保险，困难群众住院在基本医疗
费、大病医疗费补偿后，个人负担符合
规定的费用超过3000元，给予分段再
补偿，5万元以上部分按 90%补偿，上
不封顶；第四道是民政医疗救助，最高
可救助2.2万元；第五道是贫困人口医
疗保障政府财政补助。“+3”即①是在
取消基本医保起付线的基础上再提高
五个百分点；②是全年住院合规费用自
费部分累计县内超过5000元、县外超

过 1万元的，由政府兜底；③是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中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签
约服务包的费用有医保报 90%，财政
兜底 10%。去年以来，已累计对贫困
人口提高报销比例和政府兜底保障补
偿1411万余元。

息县卫计委主任任仲宝谈起健康
扶贫新举措如数家珍，实行严格的控费
制度，县直医疗单位对贫困人员住院自
费部分必须控制在5%以内，乡镇卫生
院不允许发生规外费用，超出部分由医
疗机构负担。

“5+3保障”过去需要由患者到医保、
民政和有关保险公司等多部门办理，若想
这些政策都享受到，至少也需要一周时
间，手续繁琐让人望而却步。从今年6月
6日起，在“先看病，后付费”的基础上，整
合部门资源，对城乡困难群众住院治疗实
行“一站式”结算，原来需要多个部门办理
的报销手续，简化为在定点医院同一窗
口、同一信息平台一站办结。

“一站式”服务执行之前，因不了解
政策或票据缺失，应享受而未享受到保
障政策的患者怎么办？联合人社局、民
政局、审计局下文，简化手续，逐个筛
查，并进行追补。“一站式”结算服务，截
至目前已结算（含追补）31910人次，补
报费用3982万余元。

从有病就医到无病问诊：

政府倾情保健康

“家庭医生每月都来给俺送药、问
诊，服务周到得很！”12月 15日，息县

关店乡任围孜村村民王志林送走他的
“家庭医生”任太学，高兴地告诉记者。
“家庭医生”，过去一直是身份和高档生
活方式的象征，而今在息县，却走入寻
常百姓家。从老百姓到医院看病，到在
家享受专家服务，足不出户就能看病就
医，这正是息县深化医改、开展城乡居
民健康签约服务结出的硕果。

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
得好病，息县每一步都做在了老百姓的
心坎上。但怎么能更好地防病、让群众
少得病，逐步实现由检查治病向管理健
康转变，又成为摆在息县当政者面前的
一道民生难题。

“只要心中装着百姓，就没有解不开
的民生难题！”2016年9月，息县正式在
全县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签约服务工作，
让更多的“家庭医生”走入寻常百姓家。

开展签约服务，息县有基础。早在
2010年，息县就开启了政府购买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包”的探索之路。与过
去相比，如今的“家庭医生”服务主体更
加明确，服务形式和内容都更有针对
性，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基本公共卫生均
等化服务和基本医疗的个性化服务，打
通了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对0-6岁
儿童、孕产妇、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
重性精神病、结核病等慢性病人群进行
签约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则针对高血
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结核病四种慢
性病提供个性化服务。其中免费的基
础包提供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初级包、中级包和高级包则是根据慢性
病患者不同病情，增加不同的诊疗项目
和治疗药物，居民可按照自身病情需要
进行各种层次的选择。

“近三年，息县新农合基金结余 2
亿多元，结余的基金通过多种形式方式
反哺给老百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
是其中的一种。我们根据签订服务包
的级差，医保和公共卫生经费承担
180-4865元不等，个人只需要承担20
元-540 元不等。对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个人承担的10%也由政府兜底，仅
此一项一年就达507万元。”息县卫计
委医改办主任杨威介绍。

为全面摸清全县农村贫困人口患
病情况，今年5月份以来，息县卫计委对
全县健康档案平台中的因病致贫人口进
行再识别再核实，对平台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患有45个重点疾病、48个次重点疾
病和26个慢性病的疾病信息，每一户建
立一个档案，完善了健康扶贫管理数据
库，“为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管
理一批”“重病政策兜底保障一批”分类
救治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参考。

签约了“家庭医生”后，除了一个电话
就能享受足不出户就医外，“家庭医生”解
决不了的病情，还可以找到上级专家诊疗，
与县域医共体和县外医联体上下联动，对
患者健康实行全程连续性服务和管理。

“爱民者，民恒爱之；为民者,民恒
为之。”截至今年9月底，全县20.57万
户常住居民已签约18.20万户，签约率
88.48% ，其 中 ，城 镇 居 民 签 约 率
62.63%，乡镇居民签约率 93.22%，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全覆盖。

“怎么更好地管健康？追根溯源，
是要做强县域医疗机构，构建强大的县
乡村三级医疗网络，让老百姓就近、方
便、少花钱就能看得好病，这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途径！”息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君峰掷地有声地说。

创新引领改革，为民彰显力量。近
年来，息县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对医
疗投入却不惜花大本钱。投资2亿多元
新建息县人民医院，投资9000多万元
改善县中医院医疗条件，投资3亿元对
息县第二人民医院、息县妇幼保健院进
行征地扩建，投资700多万元配全补齐
乡镇卫生院DR设备，投资1690万元对
338个村卫生室分批进行升级改造。

硬件要硬，软件也要硬起来。结合
省政府实施的“369人才工程”计划，息
县从“招、引、培、聘、留、管”六个方面出
台优惠政策，建立中高级人才引进“绿
色通道”和选才、育才、留才机制，实施
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合作协议，每年拿
出500万元作为购买医疗专家服务费
用，引进省内外管理和医疗专家团队，
从而带动各级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服
务能力和队伍建设得到提升。

针对当前村医老龄化、低能化等突
出问题，息县积极实施医疗卫生补网工
程，投资160多万元对现有800多名村
医免费进行业务轮训。同时，和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协议，计
划对有志于基层医疗服务的初高中毕
业生进行两至三年的临床医学免费订
单培养，毕业后到村卫生室服务 6年，
然后进行考试录用，解决基层卫生室人

才短缺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攻坚
步伐，推动医改从打好基础向提升质量
转变、从形成框架向制度和机制建设转
变、从试点探索向全面系统推进转变，
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的目标，建设健康息
县，让改革红利更加地惠及于民！”谈到
未来，金平信心满怀。

三方签约分级诊疗成格局

息县：医改开良方 健康助脱贫

疑难手术专家示范助提升

医疗培训人才队伍渐形成

家庭医生上门问诊保健康

志愿服务送医下乡解民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