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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去年1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
发《关于医疗机构麻醉科门诊和护理单
元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置麻醉
科门诊和麻醉科护理单元，提高麻醉科
门诊服务保障能力。记者3月8日从河
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该院近期已制订门
诊医疗用房规划调整方案，新增加的麻
醉门诊将很快“开门迎客”。

根据《通知》要求，麻醉门诊开展
的业务包括：为拟住院实施手术患者
进行住院前手术风险评估、术前准备

指导等，为有麻醉需求的患者提供麻
醉风险评估、术前准备指导、麻醉预
约、麻醉准备、实施麻醉等，为实施麻
醉后患者提供术后随访、恢复指导等。

“麻醉门诊的设立，会让围手术期
的麻醉服务得到科学规范的整合，最大
限度地确保手术安全。”省人民医院麻
醉科主任张加强介绍，手术麻醉前，麻
醉医师通常只有很短的时间对病人的
健康状况作出评估，“这样会给病人及
家属带来心理压力，也增加治疗费用。”

临床上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
做麻醉，这也使术前评估显得尤为关
键。“比如，很多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服

用降压药、抗凝药等，在术前必须暂停
服药，待身体各项指标调整到位后才能
进行手术。”张加强说，麻醉门诊让麻醉
医生提早了解病人身体状况，可以最大
限度提高麻醉的安全性。

实际上，《通知》出台之前，一些大
医院的麻醉医生就已从手术室“幕后”
走向了门诊“前台”。

在省人民医院门诊西区日间手术
中心的麻醉评估室，准备实施手术的
李女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行咨
询。当天坐诊的麻醉医生张春艳对患
者身体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短暂的
交流和指导，使李女士不再恐慌。

服务日间手术的麻醉评估室被看
作是对麻醉门诊的提前探索。“日间手
术对麻醉的要求更严格。”张春艳的感
受是，日间手术的麻醉评估让麻醉医
生走出了手术室，与患者建立良好的
沟通，提升了医患间的信任度。

“现在我们的工作正在延伸至全
院各科室。今后的麻醉门诊将是推广
舒适化医疗的践行者。”张加强说。

在当前，麻醉医生短缺、工作强度
大仍然是全国各大医院面临的现状。
张加强也在积极申请推动我省医学类
高等院校设立麻醉学专业，加大麻醉
医生的培养力度。②8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
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习近平总
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许昌学
院党委宣讲团成员孙海常学常新、常
讲常新。3月 8日，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青年的
殷切期望，让我们高校思政工作者备

受鼓舞。”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许昌学院

专门建立了十九大学习专题网站。
有31年历史的党委宣讲团，举办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讲 30 多场。“当前
我们正在以各种形式全方位地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三进’工作，激励思政课的改革
创新，引导青年学生深入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
髓。”该校党委书记闫纪建表示。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更加入脑入心。

“你的家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
哪些重大举措”“当地如何重视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

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这个
寒假，许昌学院学生围绕政府关心、
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调研。

“思政课实践教学，把课堂搬到
了社会上。通过行走式课堂，我们亲
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
外国语学院2017级学生刘滢说。

除了行走式课堂，许昌学院的学生
还亲自“点菜”，给老师“下菜单”：每年
一次的调研活动中，学生可以提出自己
对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的期望和建议。

有了同学们感兴趣的思政教育内
容，还要有喜闻乐见的形式。美术学院
2017级学生耿大森说:“我们的小组
作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
主题，采用了微辩论的形式。辩论过
后，老师还为我们分析了一种观点的
多种思考，以及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

法治方面的新背景和改革进程。”
互联网时代，做好高校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同样要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许昌学院构建了“五
网五平台”，引领学生在互联网上唱
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以党建为主
题的“先锋网”，重在报道和解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以思政教育为主题的

“立徳网”，重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以学生工作为主题的“励志
网”，重在管理和服务学生；以校园文
化为主题的“荷花网”，重在塑造大学
精神、培育校园文化；以深入开展文
明创建为主题的“文明网”，重在提升
师生文明修养和道德观念。

不断创新内容载体，许昌学院用
思政课激起昂扬青春，让青春梦想融
入中国梦。②40

□本报记者 陈慧

未出正月，很多地方的树木尚未
抽枝发芽，但在淅川县金河镇泓森植
物园内，却绿意盎然。这个 4000多
亩的生态旅游观光园被赞为“淅川美
丽的后花园”。

未来十年，这样四季有花、四季
常绿的好地方在我省将越建越多，中
原大地绿色也将愈加浓厚。3月9日
召开的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透
露了一大波绿色生态福利的好消息。

争取十年消灭全部宜
林荒山荒地

随着十年林业生态省建设的收
官，2018年我省将启动新一轮林业生
态建设，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努力实现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
城区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
化、庭院花园化，积极构筑国土绿色

生态安全屏障。
我省森林资源主要位于太行山、伏

牛山、桐柏大别山区。目前，全省还有
约900万亩宜林地，很大一部分属于山
区困难地，造林难度大、成本高。

会议提出，未来十年，要在太行山
区重点营造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
林，在伏牛山区重点加强天然林保护、
开展石漠化治理，在桐柏—大别山区
重点加强治理水土流失，争取十年内
消灭全部宜林荒山荒地，基本实现全
省范围内“无山不绿”。

会议提出要在黄河、淮河干流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和铁路、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等廊道的重要地段，
增加绿带宽度，提高绿化水平，打造
中原绿色生态长廊。

剩余7个省辖市全部创
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森林城市建设将是未来我省林业

生态建设的一个重头戏。我省已有郑
州、许昌、新乡等11个省辖市晋级国家
森林城市。今年，濮阳、南阳、驻马店等
三市将接受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检验。

会议提出，将结合正在开展的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积极做好“以绿荫
城”这篇大文章。到2022年，剩余的
7个省辖市要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
市，10个县（市）创建成国家森林城
市，同时要创建省级森林城市50个，
森林特色小镇40个。

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刘金山表示，
国家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
出到2020年建成京津冀、珠三角、长
三角、中原等 6 个国家级森林城市
群。下一步，应充分发挥我省在中原
森林城市群建设中的核心和主导作
用，启动森林城市群建设。

打造城郊绿化保护圈将为喜欢
近郊游的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理想
去处。会议明确，每个省辖市、县城
城郊均应规划一个3000亩左右的城

郊森林公园。

实现所有县（市、区）湿
地公园全覆盖

我省湿地资源稀缺，会议提出将
加快推进湿地保护与建设。到2020
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942万亩，湿
地保护率提高到50%以上，重要江河
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75%
以上，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

在全面加强湿地保护修复的基
础上，未来十年全省计划增加湿地面
积8万亩。

未来，我省将以黄河为依托、以
郑州为中心规划建设黄河中央湿地
公园，带动沿黄各市规划建设一批沿
黄湿地公园。同时，依托其他大江大
河、重要支流、水库湖泊建设一批大
型骨干湿地公园，利用十年时间，在
全省范围内实现所有县（市、区）湿地
公园全覆盖。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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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
可以很“红”也很“炫”

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送出生态大礼包

未来十年“无山不绿”

麻醉师坐诊 手术更安全

许昌学院

“行走”的思政课 昂扬致青春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在第40个植树节来临之际，3月9日
上午，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来到洛龙区伊水游园八里堂段，同
300多名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动员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协力植绿，为实现以绿“荫”城
作贡献，加快建设居者心怡、来者心
悦的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

就做好今年洛阳造林绿化工作，
李亚要求，要按照“规划见绿、见缝插
绿、提质优绿、协力植绿”的要求，抢
抓春季植树大好时节，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统筹抓好荒山荒坡、河
湖沿岸、道路沿线、公园游园、街头巷

尾的绿化工作，做到以绿“荫”城。广
大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带头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带动全市人民参与
义务植树活动，鼓励引进苗木种植企
业参与城市绿化，动员全社会力量协
力植绿，着力打造“四季常绿、三季有
花”的生态城市。

据了解，进入“十三五”，洛阳市
围绕加快构建生态环境建设体系，大
力实施林业生态行动，造林绿化驶入

“快车道”，去年全市累计完成造林
22.25万亩。今年洛阳市分解义务植
树任务 1500万株，截至 3月 9日，该
市参加义务植树191.48万人，完成义
务植树902.17万株。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3月 9日，记
者了解到，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扶
贫办日前下发通知，2018年适当提
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
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其
中，全省城乡低保月人均财政补助水
平将分别由去年的不低于 250 元、
142 元，提高为不低于 262 元、154
元。新的财政补助水平和供养标准
从今年1月1日起执行。

去年，我省连续两次提高农村低
保年人均保障标准，由不低于2960元
提高为不低于3210元。城市低保月
人均保障标准也由2016年的400元
提高到430元。全年共下拨省以上困
难群众生活补助资金88.4亿元。

为更好地发挥低保在脱贫攻坚中
的兜底保障作用，考虑到低保标准略
高于今年全省预计的扶贫标准，我省

再次大幅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其中，
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
人每月不低于470元，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3450元。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
财政补助水平为不低于262元，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为
不低于154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此
项“暖政”的实施，将惠及全省360多
万城乡低保对象和50万特困人员。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董辉
介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要求按
月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和特
困人员的供养资金要求按季度发放，
在每季度首月 10日内发放到位，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按月发放。第一季
度的提标资金要在第二季度补发到
位。③5

洛阳市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李亚参加

我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提高
每人每月财政补助提高12元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8日就巴布亚新几内亚强
烈地震向巴新总督鲍勃·达达埃致电
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获悉贵
国中部地区连续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
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
挚的慰问。对贵国当前的处境，中国
人民感同身受。中方愿向巴布亚新
几内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
助。我相信，在贵国政府领导下，巴
新人民一定能够早日克服困难、重建
家园。

就巴布亚新几内亚强烈地震

习近平向巴总督致慰问电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为迎接植树节，3月 9日上
午，郑州市金水区国家税务
局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郊区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以实际
行动助力郑州建设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⑨3 王卉 康家
宝 摄

植树添绿
正当时

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上接第一版）就一定能推动朝鲜半
岛问题朝着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方
向不断取得进展。

两国元首还就中美关系交换了
看法。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同
总统先生保持了密切联系，我们都同
意双方团队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
进两国广泛领域的对话合作，保持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局。希望双
方共同努力，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
基础上，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

美经济合作共赢，推动两国关系在新
的一年取得更大进展。

特朗普祝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
召开，表示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对
美中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美方高度重
视美中关系和双方合作，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感谢特朗普的良好祝愿，
指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举行，将为
中国发展和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
各国关系发展提供积极推动力。

本报讯（记者 陈辉）3月 7日，中
国联通在郑州率先启动“eSIM一号
双终端”业务，同步启动的还有上海、
天津、广州、深圳、长沙，这 6座城市
成为全国首批“eSIM一号双终端”业
务试点城市。

当天上午，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
在中原路营业厅举行了“eSIM一号双
终端”业务体验会。用户只需添加一
个eSIM附属智能设备，使手机终端与
附属终端共享一个电话号码和套餐资

源，即可实现独立蜂窝移动通信。通
俗地说，就是给主号码来电时两个终
端将同时震动，任意终端均可拨出电
话，不需携带手机亦可随时保持互联。

作为中国联通面向消费互联网
时代的创新型通信产品，“eSIM一号
双终端”的推出，打破了手机作为唯
一移动通信载体的束缚，有效解决了
广大用户对于全时、泛在通信的痛点
需求，为多场景通话及智能应用提供
了可能。③4

郑州率先启动“eSIM一号双终端”试点

3月8日，武陟县北街小学的学生在交警带领下模拟交通出行。当日，该
县公安交警大队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了解交通指挥
手势以及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等方面的知识。⑨3 冯小敏 文立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