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委书记3次为河南点赞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讲话中点
赞河南的3处地方分别是：

交通差距
民用航空对外联通能力不足，以

山东省开通的国际地区航线为例，济
南机场开通 18条，青岛机场 29条，而
成都高达102条，郑州也有27条，与上
海、广东等省市更不可同日而语。这
集群那集群，交通跟不上难成群。

科技差距
2016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3.8%，
分别比江苏、浙江低 7.7和 6.3 个百分
点，比近邻河南还低1.1个百分点。

区域差距
向西中原经济区异军突起，随着

粮食生产核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原城市群、米字形高铁网等重大
建设蓬勃展开，区域发展地位猛升。
特别是郑州，正从二线省会城市迈向
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山东省一些地
方到郑州学习考察，无不为人家的大
思路大手笔大崛起点赞，正所谓“洞中
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有政策支持 河南近年
来发展比较快

网友“正经说”：这几年，一大批国

家级战略花落河南，既体现了国家对

河南发展的支持和关爱，也体现了河

南的责任与担当。面对大好形势，河

南要顺势而为，撸起袖子往前冲！

网友“燕剪秋风”：以前说到河南，

很多人会自然联系到农业。现在，河

南在迈向农业现代化的同时，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原城市群、米字形高

铁网等重大建设蓬勃发展，为咱河南

点赞。

网友“旭日东升”：郑东新区大大

提升了郑州的品位，国际范儿的郑州

已经受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认

可。郑州正从二线省会城市迈向国家

中心城市，“触媒”作用明显，启动一

点，带动一片，相关产业的发展说明了

这一点。

认清差距 河南要向山
东学习

网友“凯歌快乐”：首先感谢山东

省委书记对河南省的赞誉！山东老大

哥谦虚了，我们河南要抓紧追上，与山

东省取长补短共同前行！我们与山东

相邻，更是要学习山东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

网友“当年明月照大江”：没有地

域黑，没有相互攀比抨击，同是黄河水

养大的炎黄子孙，就是要相互学习，也

只有相互扶持，携手并进才能共同进

步！

网友“大郎淘沙”：2017 年，山东经

济总量 7万多亿，而河南的经济总量才

4 万多亿，河南人表示，山东兄弟放心

吧，我们比你们还差得很远，要向你们

多学习。就像那个节目一样，鲁豫有

约，咱们一起奋斗，撸起袖子加油干。

敢揭短 山东未来经济
前景可期

网友“村野老辣”：新春伊始，山东

省委书记对山东的工作，觉察得到位，

分析得透彻，点到了要害，找出了差

距，制定措施，下定了决心，这是真抓

实干。

网友“小冷 july”：不仅要看到差

距，更要拿出措施、办法。兄弟省份，

为河南和山东点赞，这是一种良性竞

争。

网友“超凡”：为山东省委书记点

赞。敢揭短亮丑，敢直视矛盾，说明头

脑冷静、思路清晰，山东就需要这样的

领头人。能够审视自己的短处，山东

未来经济前景可期。

鲁豫有约 两兄弟齐头并进

网友“潘帕斯鹰”：我是山东人，在

河南当兵许多年，河南是我的第二故

乡。希望山东河南两兄弟能鲁豫有

约，齐头并进！

网友“超级爸爸”：得中原者得天

下，要是论历史，山东河南这兄弟俩能

称霸全国，河南迟早会腾飞的。河南

人务实有干劲，挺喜欢河南的，河南加

油吧，发挥好郑州开封洛阳的优势，愿

看河南山东比肩齐飞，看黄河流域省

份赶超长江流域省份！

网友“言谈微雨”：不盲从，不乱

来，政府的决策必须从人民的需要出

发，山东要发展，必须迈大步，撸起袖

子真干实干加油干才是硬道理。河南

的发展势头很猛，山东更要加油。

中原出彩赢得山东关注

□姜明 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
董事长

山东多年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三

位。山东的经济总量2017年近 7.3万
亿，我们河南 2017 年的经济总量 4.5
万亿，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把河南作
为一个参照物，这种危机意识、忧患意
识值得我们学习。

山东省委书记三次点赞河南，说
明中原更加出彩了，说明河南这五年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赢得了山东的关
注。对河南来说，一方面要看到成绩，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不足，我们应该把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提到河南，看作
对河南的肯定、鼓励和鞭策。

我想，我们一亿多河南人民，还是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河南正补齐发展短板

□赵国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

山东有地理优势，临海；另一方面
山东改革意识强，尤其是抓住了改革
开放的先机，有很多政策优势，所以改
革开放力度大一些。

随着内陆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咱
们河南省的城市，国家在基础设施完
善和国家战略上给予了很大的发展机
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等一系列国家政策落地，
逐渐补齐了河南的短板。随着巨大的
人流和物流的汇集，带来的是资金流、
信息流，这些流向汇聚到一块，形成强
大的吸引力。一些大型的先进制造
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这
些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都进来了。这
说明我们由于补齐短板，带来一个很
强大的带动作用、吸引作用和辐射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的优势明显
了，发展速度也就很快。所以这几年
河南发展的态势非常好，这也是山东
感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观点

山东省委书记讲话中3次点赞河南 两省网友隔空对话——

河南山东齐努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点击事实

代表有话

2月22日上午，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山东

省委书记刘家义的一篇1.6万字的讲话在朋友圈里刷屏，在这篇讲话中3次点赞河南，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这件事引

起山东、河南两地网友的隔空对话，山东网友认为河南这两年确实发展很快，河南网友认为山东的谦虚和忧患意识值得

河南学习。两地网友说，鲁豫有约，河南山东两兄弟要齐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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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睦邻千年新

□大河网记者 郭俊华 孙华峰 祝传鹏 何心悦 宋向乐 莫韶华

□刘冰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河南近年来发展速度和经济体
量，全国层面来看都很不错。河南高
新技术产业的占比高于山东，说明河
南近些年对科技的力量十分重视，这
无论是从发展效益还是从未来的成
长来讲，都是很有益的。

河南处于中国的中心位置，是重
要交通节点。近年来，河南围绕这方
面做了很大的文章，形成四通八达的
高铁网，如米字形高铁的建设，这不
仅有利于河南经济，也对周边地区形
成带动作用。对河南人而言，出行更
便利；宏观层面说，加速了生产要素
之间的流动，形成全国的生产要素在
河南的聚集。关于郑东新区，从一开
始就有很高的定位，再加上近年来一
以贯之的建设，其发展速度和效果是
有目共睹的。

关于山东能学习河南哪些方面，
除了对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视，还有
加强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原经
济区建设在全国地位日渐突出，形

成以郑州为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有别于山东。郑州的发展很有成
效，甚至有些方面发展超过济南，比
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这方面。
济南市领导曾带队来郑州学习高速
发展的经验。以郑州发展，见河南
发展之影子。还有河南打造重要的
物流节点，融入“一带一路”，中欧班
列（郑州）的建设等，也都是值得山
东学习的。

两省相邻，部分山东城市也是中
原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未来的
合作方面要加强两地优势互补。在
交通方面，山东的区位优势在于其沿
海，河南的出海口可以通过山东走；
山东要融入国家的交通网络体系，就
要把河南作为重要合作伙伴，比如现
在郑济高铁的建设。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黄
河生态经济带，郑州与济南两个沿黄
城市自然至关重要，以此形成城市之
间、城市群之间协调发展的格局，推
动山东和河南双方的合作共赢。

（大河网大众网联合报道）

□唐晓旺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近年来，全国区域竞争日益激
烈，每个省份都在围绕生产要素、人
才等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河南在这一
轮的竞争中，抓住了新的机遇，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

山东省委书记 3次点赞是对河
南这几年发展成绩的肯定，也是领跑
者对我们河南经济快速发展的肯定，
我们要增强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要保
持清醒的认识，在经济发展上，我们
与山东老大哥的差距还是很明显
的。河南作为不沿海、不沿边省份，
抓住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欧班列（郑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政

策，让河南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经
济增长持续稳中向好，经济发展速度
每年都高于全国1到2个百分点。山
东作为沿海先进省份，长期以来GDP
占据全国第三，去年接近7.3万亿，河
南不到 4.5 万亿，中间相差近 2.8 万
亿，这相当于某些省份 2017 年的
GDP，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河南与山东相比，在产业分布，
服务业等方面还存在差距，现代服务
业是极具成长性的朝阳产业，是未来
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当前，河南
省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偏低，应该加
快发展服务业，建设高成长性服务业
大省，促进河南省投资和消费的稳定
增长，成为河南省调结构、稳增长、惠
民生的有效途径。

□宋向清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

只争朝夕只争春，千年睦邻千年新。

无论嵩泰谁与高，都是中华风流人。

豫鲁情结已经绵延数千年，如今
在新时代被赋予比学赶帮超的新含
义，体现了豫鲁两省新的情怀，新的
境界，新的担当，值得点赞。

就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而言，既
临海又沿边的山东在经济总量、人均
GDP、城市竞争力和对外开放度等方
面优势明显，而地处中原的河南在享
有的国家战略、区位与交通、创新驱
动和城市群等方面优势突出。

受地缘因素影响，山东在改革开
放初期，较河南享有的国家政策利好
更多，发展速度也更快，质量更优。山
东经济曾居国内各省市第二名，成为
河南乃至全国很多省市学习和追赶的
榜样。自2013年国家批准成立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开始，郑州乃
至河南陆续迎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等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利好。加之国
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城市群等，河
南省对外开放速度和质量大幅提高，
由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的创新动能大力
度释放，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加快，外向
型经济异军突起，其中进出口总量和
增速逐步进入全国先进行列，高新技
术产业和外向型企业开始成为河南崛
起的两大王牌。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
大省河南，后发优势变成了发展胜
势。作为河南省会的郑州，国际大都
市雏形初现，中原城市群也已经成为
新时代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整个
中原大地确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
生机。这也正是山东省委书记褒奖河
南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与山东相比，河南在
诸多领域差距仍然很大，未来相当长
的时间内还将是学习者、追赶者。不
过作为友好临省，豫鲁优势互补，取
长补短，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
作，才是两省做大蛋糕，富民强省的
关键！

增强信心看差距抓机遇

以郑州看河南发展之影子

●● ●● ●●

专家观点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

术、保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

南省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HNFYSY1904）；若需其他服务可

拨打“96195”省医24小时综合服务

热线，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向转诊

等服务伴你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手部先天性畸形的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手部畸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
样，其中最常见的为多指和并指，其他还
有先天性拇指扳机指、各种屈曲畸形、短
指、缺指、拇指发育不良等。一旦宝宝出
生后发现手部畸形的情况，应及时找手
外科专科医师诊治，及时明确诊断。这
是因为所有的手部畸形几乎都需要通过
手术进行矫正，而过早或过晚手术均会
影响到手术的效果，出现功能或者外观
的缺陷就会对宝宝的生理和心理发育产
生不利的影响。下面就最常见的两种手
部畸形谈谈手术治疗时机的选择。

（一）多指畸形
多指是一种最常见的先天性手部

畸形。多出的手指一般位于拇指的桡
侧或小指的尺侧，其中拇指桡侧多指

最为常见，又称复拇指畸形。轻型的
多指表现为正常手指一侧多余的皮
肉，有蒂部和手指相连；重型的多指畸
形则表现为发育较为完善的赘生指，
多指常与主指的掌骨或指骨相连，或
附着于掌指关节或指间关节的一侧。

多指的形态和结构各不相同，发
育比较完全的多指形似正常手指，具
有相应的骨关节、肌腱、神经、血管和
指甲，活动与并连在一起的主手指相
似，这种情况造成手术时手指取舍的
困难，甚至有些形状类似于螃蟹脚或
者龙虾钳。而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
个：一是功能的恢复，二是外观的改
善。完美的手术效果就是二者的统一，
不仅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外观上也接近
或者完全正常。这就要求手术医师具
有丰富的经验，认真评估主指和副指的

骨骼、肌腱、神经、血管以及皮瓣的保
留，绝不是简单的切除一个留一个，有
时候还要考虑两个手指“合二为一”以
达到最佳的手术效果。所以具体到复
拇指畸形的手术时机就是，如果是较为
简单的畸形可以早点做，比较复杂的畸
形综合手术难度、组织分辨程度、麻醉
安全、术后护理等多方面因素，一般建
议孩子出生6个月以后再做手术，以1
岁左右实施手术比较合适。

（二）并指畸形
并指畸形也是比较常见的先天性手

部畸形，常为双侧，中指和环指的并指最
多；较轻的并指畸形表现为指蹼略长或
两个手指间的部分相连，严重的并指畸
形表现为两者紧密相连，甚至指甲、指骨
和掌骨也并联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有
时两个并联在一起的手指可能会共用一

套血管、神经或肌腱，这一点对于手外科
医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并指畸形的手术治疗方法，学
者们提出了非常多的术式，实际上，不可
能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并指畸形的手术
方式。对于并指畸形的手术治疗，要求
手外科医生在掌握有关原则的前提下，
灵活掌握。一般的原则是，影响发育的
并指畸形应尽早做。如果并指的存在严
重影响手指的生长发育和功能，比如手
指的末端并指，或并联在一起的两个手
指的指间关节不在同一个水平面，由于
两指间长度和生长速度的不同，如不处
理，将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发育畸形的患
者；对于这种患者，手术可在1岁左右时
实施；如果手的发育正常，不存在发育障
碍，则可以等到2岁左右实施，一般手部
畸形应在3岁之前尽量矫正，否则随着

孩子3岁以后的入托、入园，手部畸形的
存在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育。

宝宝手部畸形的矫正手术一般是
在全麻状态下进行，目前全世界还没
有任何有全麻药物影响宝宝智力或者
其他发育的任何证据。因此，全麻手
术还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只要经过尽
早评估、手术矫正，大多数孩子的手部
既能恢复很好的功能，也会获得比较
满意的外观。（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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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片漫谈手部先天性畸形的治疗时机
□河南省人民医院 谢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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