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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余家用人单位
来宛招贤纳士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余宇士）4月14
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南阳分市场春季就业洽谈会在南阳
师范学院举办，来自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的6000余家用人
单位招贤纳士，当天上午达成就业意向的有4000人左右。

据南阳师范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该就业洽谈会已连续举办3年，每年举办两次，为
南阳师范学院在内的 6所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
台，共有2万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南阳师范学院通过开展师范
生就业指导、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研究，将科研成果反哺教
学，提升学校就业指导教学和管理水平，实施“招生—培养—
就业”联动的教育管理模式，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
率。目前，该校在全国各地建成200多个优质就业基地，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建成15个校友就业创业工作
站，不定时组织用人单位组团回学校招聘，为毕业生提供大
量优质就业岗位。同时学校以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实战大
赛、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卧龙众创空间建设为载体，在实
践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和创新创业能力，增加学生就业
机会。8

宛城区

合力攻坚助脱贫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史源
远）4月 22日，南阳市宛城区高庙乡罗庄村村部对面的爱心
超市里，61岁的皇甫长合正和邻居谈笑风生，“这日子，就如
芝麻开花节节高。”

皇甫长合有一个12岁的孙子皇甫乐浩，自小就失去了父
母，爷孙三口挤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卖铺。自从被识别
成了贫困户后，他家不仅享受到了区里的各项帮扶措施，去
年11月，村里还出资帮他把原来的小卖铺升级成了40多平
方米的爱心超市，小乐浩上学也拿到了助学补助。

在宛城区，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有4458户，该区通过产业帮
扶、转移就业、金融扶贫、社会保障等帮扶措施，2017年，共有741
户、2114个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超额完成省定年度任务。

为让贫困户顺利脱贫，宛城区积极发挥优势产业龙头带
动作用，全力推动有机艾草、绿色油料等5大类优势产业，通
过对贫困户土地返租倒包、吸纳就业、入社（股）、订单作业、
保护价收购等形式，逐步确立了“园区承包搞生产、土地流转
拿租金、基地打工挣薪金”的脱贫致富模式，目前全区已建成
区级产业扶贫基地24个，发展苗木花卉6000余亩，有机果蔬
8000 余亩，艾草种植 1万余亩，辐射带动周边 32 个村庄，
2988户贫困群众参与。同时依托“千企帮千村”活动，鼓励企
业采取定向招聘的方式吸纳贫困群众就业，目前已有51家企
业主动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建成扶贫车间44个，捐赠资金
52.79万元，帮扶贫困群众1380人。

针对缺乏劳动力的贫户家庭，宛城区通过开发公益岗
位、医疗救助、教育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强化政府兜
底保障，多措并举合力脱贫攻坚。8

南阳创新家庭医生服务模式，贫困户签约率达99%

村里来了不走的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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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

“绿色项目”推动经济转型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4月 16
日,记者获悉,今年西峡县总投资105亿元、开工的61个新上
项目，全部为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装备产业项目。

按照“高科技、低耗能、无污染”的标准，近年来，该县以生
态、市场、资源倒逼机制筛选优质项目，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
业，致力于工业经济从能源损耗型向新能源产业转型。南阳中
锂新能源公司投资2亿元年产1亿wh储能电池组生产线项目
一期四条锂电池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已广泛应用到太阳能路
灯、电动汽车等领域；河南环碧环保工程设备公司生产的除污
除尘、脱硫脱硝等“三废”设施除满足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需求
外，还远销甘肃、山西、四川等地，产品供不应求。

“绿色产业”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目前该县汽车配件
产业向汽车部件和整车制造、特钢产业向精深化加工、中药
食品产业向现代健康养生产业方向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
去年，全县先进制造业实现产值 363亿元、销售收入 327亿
元，分别增长22%、17%。“龙成榆林煤油气多联产项目”入选
国家能源“十三五”规划，众德公司跻身“中国制造2025”工业
转型升级项目。8

南召

中药材成为群众致富“妙药”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杜丰）4月

16日，在南召县南河店镇郭营村千亩苗圃基地，72名群众忙碌
地栽种中药材黄精，有的挖沟，有的栽植，有的浇水，配合默契，
中午大伙在村里集中搭伙用餐，当天栽种3万棵黄精苗。

南召县锦宇园林有限公司经理张来根说：“我们采取
‘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模式，在郭营村流转土地
700多亩，栽植各类苗木18万株，栽种中药材480亩，规划把
郭营村群众的房前屋后、沟沟坎坎全部栽植苗木，带动贫困
群众依靠种植名贵苗木和中药材脱贫致富。”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缺技术、缺资金等“软肋”，南召县按照
“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组织帮扶企业与贫困农
户签订经营生产合同，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
产品的方式，群众以土地、人工入股，只管种植药材，公司负责
回收，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固收入。该县还设立中药材发展办公
室，制定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鼓励贫困群众利用山地、林
地、荒地种植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名贵中药材，支持药
企、合作社和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整体承包、订单销售等形
式与贫困群众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的联贫带贫作
用。目前已建成辛夷、杜仲、连翘、猪苓、石斛、白芨、黄精等10
个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110余家，带
动53个村1300余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8

为使青山常披绿
——记桐柏县国土资源局干部王子毅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赵峰

4月 12日，距离王子毅在桐柏县回龙
乡矿山超负荷工作、突发脑溢血已经20天
了。昔日那个憨厚爱笑、工作起来雷厉风
行的“老国土”还躺在桐柏县人民医院重症
监护室里，不能言语。

他走遍了桐柏山的沟沟坎坎
同事们已经习惯了看到王子毅背着水

壶、相机、望远镜进山时，跟他开几句玩笑：
“你这年纪大了，腿脚又不好，进山的事，多
让年轻人跑跑。”每当此时，王子毅总是笑
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我这身体没事，不去
山里转转，心里不踏实。”

同事们说：“老王人厚道，平时不抽烟
不打牌，也很少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进
山。”王子毅的妻子刘俊林爱干净，每次看
到刚下山的老王一身泥巴一身汗、蓬头垢
面、胡子拉碴的样子，都要埋怨他：“整天不
落家，十天半月回来个泥人，外加一堆脏衣
服，我倒成了洗衣机。”每当这时，老王都嘿
嘿一笑，打开随身携带的相机：“我知道我
老婆贤惠，支持我工作，你快看，我这次上
山的收获。”妻子看到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心里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桐柏县地处大别山生态功能核心区，
是全省十个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县。防治
地质灾害、保护生态环境任务繁重，进山
就成了王子毅的家常便饭。自 2014年 4
月任桐柏县国土资源局环境股股长以来，

他翻山越岭带领科室同志们跑遍全县所
有矿山和地灾隐患点，扎实完善第一手资
料，充实档案台账。桐柏地貌以浅山、丘
陵为主，地质构造复杂多变，为了把工作
做细做实，王子毅有时连续几天甚至一个
星期都在山上，饿了吃随身带的干粮，渴
了喝点自带的水，水壶的水喝完了，就去
老乡那里接点。他平均每天徒步要走二
三十里的山路，因为患有痛风，有时还得
找个树枝当拐杖。

3月 22日，对高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早上，王
子毅胡乱扒拉一口早饭，便带领股室的同
志们一头扎进了深山。中午时分，山沟里
酷热如夏，已连续奋战30多天的王子毅饥
肠辘辘。当时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同
事们劝他原地等候，不要继续爬山了，王子
毅用随身带的手绢擦擦汗，说：“没事，我这
身子骨还能顶得住。”继续前行半小时后，
同事熊大庆发现一向爱说爱笑、风趣幽默
的“头儿”，忽然言语变得含糊不清、表情呆
滞。眼见情况不对，同事们合力把他抬下
山，送往50公里外的县城医院就诊。经确
诊，因连续工作、积劳成疾，王子毅突发脑溢

血，出血量高达80毫升。

他是青山绿水的守护者
说起王子毅，大家都说他对工作既有

激情又有方法。这些年的工作中他遇到的
硬骨头不少，但都凭着一股韧劲和真诚，一
一拿下。

2000年 7月份，王子毅担任矿管股股
长时，桐柏县淮源镇歇马岭石子厂私采乱
挖泛滥，业主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王子毅
头顶草帽，深入每个采矿点，耐心细致的
做工作。其中一名业主性格倔、脾气暴，
看见王子毅张口就骂：“我在这山上生产
了大半辈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证，你们
来矿上多此一举，净耽误我干活。”王子毅
气得直摇头，他在下山的路上还在琢磨怎
样突破这个倔老头，没注意脚下一滑摔了
一跟头。他坐在地上，揉着生疼的胳膊，
忽然茅塞顿开。那几年，市场不景气，好
多业主生意惨淡，他们愁销路，才对工作
人员恶语相向。有了切入点就好打开局
面。下山后，他多方联系买家，牵线搭桥
帮助“倔老头”在内的业主卖掉了30车的
石子。拿着销售石子的钱，看到王子毅忙

前忙后的身影，业主们懊悔了：“是我们不
对，误解了你，没想到你还这样用心帮助
俺老百姓办事，真谢谢你呀……”突破口
打开了，误会消除了，王子毅顺利地为 18
家业主办理了采矿证，规范了开采秩序，
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他是地质灾害的敲钟人
桐柏是地质灾害多发区，防汛抗灾任务

十分艰巨。2014年，在探测到朱庄镇有地质
险情后，王子毅走村入户做起宣传工作，希
望村民们能迅速搬离险区。但许多群众并
没有意识到险情有多严重，难舍故土。其中
廖北组一名村民最“拧劲”，他放言：“金窝银
窝不如我的穷窝，说啥我也不搬。”王子毅买
菜买肉主动和他拉家常交朋友，当得知他在
郑州上学的儿子没钱看病时，王子毅立即赶
赴郑州，通过私人关系把他儿子安排进省人
民医院，临走时又撇下了3000元钱。王子
毅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这位村民，他主动搬出
了塌陷区。同年9月15日，多日的阴雨天造
成桐柏县朱庄镇发生地质塌陷，接到情况报
告后，王子毅带领科室同事迅速到达塌陷区
域，每人打着手电筒，穿着雨衣，分布在塌陷
区周围，主动联系广电和通讯部门及时发布
相关信息。由于王子毅前期耐心细致的工
作，塌陷区没有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

满目青山披锦绣，遍地绿水溢春华。
王子毅的事迹传遍了桐柏大地，他的故事
并不惊天动地，平凡得如桐柏山上的一树
一草，但正是这一棵棵树、一簇簇草将山装
扮得苍翠挺拔。8

“有小病和慢性疾病的，我们送药上
门，一般性手术在镇卫生院就能做了，而且
全程都有县级医院专家提供技术保障，遇
上疑难杂症，转诊、转院都很方便。”4月16
日，南阳市淅川县金河乡卫生院院长叶红
武告诉记者，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
展，基层医疗机构焕发了活力，而群众切实
得到了实惠。

家庭医生签约如何有量也有质？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面对基层医疗资
源不均衡、群众健康供给缺口大等情况，南
阳市探索实施县乡村“1+1+1”三级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模式，实现对签约对象的常态
巡查、特殊人群的全程跟踪，针对贫困人群
实行财政兜底，让基层群众能够看得上病、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送医到家
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4月 13日，新野县沙堰镇李庄村的五
保户胡生杰一大早就来到村卫生所，今天
县中医院专家要来给他检查身体，还给胡
生杰送来了常用的药品。

“最近老下雨，我的腰腿病又犯了，
医生们现在都上门了，可省了我跑腿。”
86 岁的胡生杰说，自己年轻时有病不敢
看，扛不住了就跑到县城抓点药，后来年纪
大了风湿病加重，由于没人照顾也轻易不
敢住院。

去年 3月，沙堰镇卫生院组建的家庭
医生团队，来到胡生杰家中和他签订了服
务协定，老人得到了细致周到的照顾。

“如今住院不发愁了，有人照顾我还管
饭。”胡生杰说，他去年住了两次院，自己没
花一分钱，平时吃的药也送得很及时。

李庄村的村医岳玉尚是胡生杰签约服
务的责任人，他告诉记者，老人住院所有花
销，政策报销了98%，剩下的乡卫生院包了
底，老人回家后吃药诊断也完全不花钱。

不仅是胡生杰，李庄村的45户贫困户
现在都能享受到这样的暖心服务。现在，村
卫生所担负着贫困群众日常保健、药品发放
等工作，每个星期，由乡卫生院和县中医院
组成的巡诊团队都要到村里开展健康服务。

“过去在村里看病只能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现在县乡专家定期下村服务，给了老
百姓很大便利。”岳玉尚说，李庄的贫困户
中有52人是因病致贫的，开展三级家庭医

生签约后，群众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已
经迎刃而解。

新野县卫计委主任赵怀志表示，今年
开始，新野把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扶贫工
作相结合，由县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卫生
院全科医生带队，结合社区、村的村医组成
家庭医生团队，对34个贫困村全体群众医
疗服务进行全覆盖，实行农村困难群众的
一对一医疗健康服务，实现常见病和慢性
病服务端口前移。

在南阳市针对困难群众实行医保“四
次报销”的基础上，目前，新野县还拨付财
政资金进行“六次报销”，对困难群众实施

“先诊疗后付费”和“百分百报销”。今年前
三个月，该县贫困家庭签约11231人，已有
2996人次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分级诊疗
病人不必再往大医院跑

49岁的张祥智是淅川县金河乡张营
村人，两年前就发现腿部有个囊肿，种种原
因迟迟未能动手术。

4月7日，在张营村签约村医的提前安
排下，张祥智住进一所距家仅 6公里的乡

镇卫生院，但手术团队医生的水准一点不
低，是县里几位专家。

“家庭医生签约不仅给百姓就医提供
了便利，而且有效地把患者首诊留在了基
层。”叶红武说，以前病人都爱往大医院跑，
这样乡镇卫生院病人就少了。病人减少就
影响了基层卫生院的发展，同时专业人才
也逐步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推行家庭医生签约，让“分级诊疗”
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新野县新甸铺镇卫生
院，院长刘瑞涛告诉记者，与居民签订服务
协议后，他们大力提升卫生院专科诊疗水
平和服务质量，相继建成了新的内科、骨科
专业医疗队伍，骨伤、内窥镜等以前“高不
可攀”的手术都能完成，而患者的花费大大
降低，平均下来，当地群众的医疗支出可以
降低40%以上。

小病、慢性病首诊在基层，而特殊病人
也能从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得到保障。

69 岁的南阳市枣林街道居民文女
士，因精神疾病常年在外就医。去年她
和枣林街道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
协议书”，卫生院签约医生和市专科医院
专家多次会诊后，采用中医针灸等疗法
多次上门诊疗，还帮助其向专科医院转

诊 2次。
“母亲现在行动不便，医生上门看诊方

便，而且还能取消转诊住院的二次起付线
费用。”4月 8日，文女士的儿子对记者表
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他们生活带来了
新希望。

“这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也改变了
医疗卫生系统的价值取向，通过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把关口前移到病人家中，把
预防和保健结合、治病和防病结合起
来。”南阳市卫计委主任刘明杰说，家庭
医生签约，激活了“基层首诊、分级诊
疗、双向转诊”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县乡
医院建设，提高现有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许多乡镇的医疗卫生资源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保障了百姓健康。

刘明杰表示，下一步，南阳市将推行
“家庭签约、分类管理、团队服务”的运行模
式，向签约居民提供“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支撑平台”的层级化团队服务，通过家
庭医生健康管理、病床服务、中医药“治未
病”6大类服务，将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有机整合，为不同人群提供有
针对性、防治结合、个性化的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服务。8

定期的医疗服务赢得群众广泛欢迎新野县城郊乡签约医生到马营村为群众进行身体检查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崔松涛 胡丰旺

近日，南阳市家庭医生签约现场会议在淅川县召开。记者获悉，2017年以来，该市在各县区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重点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老年人、残疾人等人群。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820个，常住人口签约346万余人，

签约率达39.94%；涉及重点人群，签约率达61.76%；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417671人，贫困人口签约率99.07%。其

中，淅川县拿出专项资金，对贫困家庭进行签约服务全额经费保障，此举在全省系率先推行。

新野县城郊乡签约医生到村里进行医疗服务

签约医生
定期到村里为
贫困户送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