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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5 月 27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民政部、财
政部近日公布第三批中央财政支持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地区，全国共有 36个市（区）入选，我
省洛阳市名列其中。加上已经启动
试点工作的郑州市和许昌市，我省已
有 3个城市获批国家级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

据悉，民政部、财政部重点选择
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方面具
有良好工作基础，在老年人口规模、
老龄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市
（区）作为改革试点地区，在资金、政
策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试点地区
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省把养老服务作为一项重要
民生工作，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健全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为全省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高质量
的养老保障。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对
我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工作予以督
查激励，并将在安排养老服务类补助
资金方面给予倾斜。

洛阳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发展，
现有养老机构 226 家，拥有床位 3.6
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 31
张。其中，建成农村老年人幸福院
1077个，覆盖全市约 40%的行政村；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66个，覆盖 81%
的城市社区。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5月 27日下午，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英国小伙保罗和他的同伴们早
早来到这里，准备为晚上“‘中华源’
河南旅游之夜”的太极拳表演做最后
的彩排。

“我虽然已经第四次来河南学习
太极拳，但这样登台表演还是第一
次，我觉得很幸运。”保罗用不太流利
的中文告诉记者，接触太极拳之后，
他就深深喜欢上了这种中国功夫，正
在准备太极拳师教练证的考试，未来
希望成为一名太极拳教练，回英国推
广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

排练的间歇，保罗和同伴们时不
时切磋一下技艺，互相纠正一下动作，
一招一式看起来有模有样。这些来自
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因为
太极拳相聚在一起，在强身健体中领
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他们眼里，太
极拳已成为河南的一张文化名片。

19时，在 2018中国（郑州）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开幕式之后，“中
华源”河南旅游之夜演出拉开帷幕。
少林功夫、豫剧戏歌《旅游天下》、太
极拳表演等，有动有静，相得益彰，逐
渐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而前一天
才从深圳教拳归来的陈式太极拳第
十九世掌门人、“四大金刚”之一的陈

小旺大师助兴献技，更成为全场瞩目
的焦点。

已逾古稀之年的陈小旺一袭黄
色武服，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在中青
代太极名师以及保罗等外国弟子的
簇拥下，现场演示陈式太极拳，时而
似风响雷动，时而又绵若游龙，一招
一式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台下观众
无不被这精彩表演所震撼，不时报以
阵阵掌声。

“太极拳不仅是功夫，更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高级艺术。”走下台来，陈
小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身
太极拳功夫就是在陈家沟练出来的，
河南是我的根，我愿意为家乡的旅游
事业‘站台’。”

陈小旺认为，如今太极拳在世界
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去接触、学习太极拳，

“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
代，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华
传统文化需要传承更要走向世界。”
他说，太极拳就好像“一枚小小的锥
尖”，具有强大的文化渗透力量，能够
带动河南旅游事业的发展。

“世界功夫看中国，中国功夫看
河南。我们要把河南功夫打造成中
国旅游名片，力争把少林功夫、太极
拳等培育成国际化旅游精品。”省旅
游局局长姜继鼎说。③4

中科院在河南实施STS项目

用肥少了 产粮多了

太极文化“武”全球
功夫旅游新名片

洛阳成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地区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
丹）5月 25日，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
所研究员、栽培研究室主任李向东，河
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王永华，河
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粮油储藏
系主任、教授王若兰，河南省农业气
象服务中心主任成林等4位省内知名
农业、气象、小麦研究专家一起走进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直播间，进行“科学夏
收保丰收”主题直播访谈，就近期阴雨
天气对河南小麦造成的影响和如何科
学夏收保颗粒归仓，为农民朋友支招。

据农业气象专家透露，预计未来
半个月全省降水偏少，5 月 26 日~6
月 4日之间多晴好天气，天气条件对
作物收获和土壤晾墒有利。气象数
据显示，与往年相比，今年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高 0.7℃，平均气温 22.4℃，
在灌浆最适温度范围内，热量条件充
足，也利于灌浆。

对于个别地区的麦田倒伏，小麦
技术专家强调，倒伏的麦田切忌人工
扶麦，以免扰乱其倒向，影响小麦恢
复生长，且容易引起叶片感染病虫

害。可通过加强营养等措施补救。
在豫南地区，小麦灌浆接近完成，只
能等待适时收获，其他措施没有太大
效果；豫北地区小麦处于灌浆中期，
可以喷施尿素或磷酸二氢钾、加麦健
等植物生长调节剂补充营养，延长灌
浆时间，增加千粒重。

小麦高产专家提醒，农民在目前阶
段要做好“一喷三防”，重点防治后期赤
霉病二次侵染以及叶锈、叶枯和白粉等
病害发生危害，提高产量，改善品质。

小麦收储专家提醒农民，碰上阴

雨天收获小麦，要快收快运，尽可能
避免雨淋。对收获入仓或运送到家
的小麦要及时处理，预防发热霉变，
可采取把袋子单层放置或把粮食薄
摊散放的方式散湿，保持通风良好，
如果有可能，开启空调或风扇减低室
温和麦温。一旦天气转晴，立刻晾
晒，再装仓长期储存。

此次“科学夏收保丰收”主题直
播访谈，是河南省科协针对社会热
点、舆论焦点及突发事件，所作的一
次应急科普。③7

为保颗粒归仓 专家为您支招

减肥增效技术主要包括‘一

减’‘二增’‘三建’。一减是借

助新型肥料，提高利用效率，

合理减少化肥使用量；二增是

推广高效秸秆还田技术，调节

土壤碳氮比，增加土壤有机质

和有效养分含量；三建是建立

小麦—玉米、小麦—水稻、小

麦—大豆不同轮作方式的减

肥增效模式。

葛树春
课题主持人、省土肥站研究员

三夏发布台

三夏新变化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三夏大忙，麦收在即。5月 24日
至 26 日，记者跟随中国科学院科技
服务网络计划 (STS)区域重点项目

“河南粮食生产减肥增效示范”负责
人和我省有关专家，奔赴封丘县、永
城市、信阳市平桥区观摩小麦现场测
产，体验和感知粮食作物如何实现减
肥又增效。

“专家们都在测产，这块地小麦要
比其他地方长势好，增产不成问题。”5
月 25日，在封丘县黄陵镇高标准粮田
内，庄呼村农民赵振强说起自家 5亩
多地的实验田，对今年小麦产量充满
信心。

去年起，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
计划(STS)在河南启动“粮食生产减肥
增效示范”项目，以提升河南粮食生产
养分利用效率、土壤地力和综合效益。

“目前河南粮食作物施肥重氮偏
磷钾，而氮肥利用率只有35%左右，长
此以往容易出现土壤板结、地力衰减
等问题。”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周
凌云说，要从肥施用量、施肥方法和秸
秆还田等方面，推动实现减肥增效。

中科院 STS 庄呼村实验项目的
200多亩小麦长势喜人，即将进入收
获期。经过专家随机抽取 10个点进
行测产、核算，项目区内小麦品种“徐
麦 35”通过施用控释肥实现平均亩产
412公斤、有机肥配合无机肥平均亩
产 444公斤，施用绿聚能复合肥实现
亩产404公斤。“三种减肥增效技术比
常规种植方式，每亩分别增产 39 公
斤、73公斤、33公斤。”验收组组长、河
南农大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赵鹏说。

而后在永城市双桥镇汤楼村示范
方，经过专家组现场测产、核算，优质
强筋小麦“郑麦 7698”采用绿聚能减

氮 10%、有机无机肥减氮 10%和控释
肥减氮 10%等三种模式的亩产，分别
比农民习惯施肥亩产增加76公斤、45
公斤、36公斤；在信阳市平桥区项目
区内，优质弱筋小麦“扬麦 15”通过施
用控释肥和绿聚能复合肥，每亩分别
增产33公斤和61公斤。

三个地方的现场测产结果，让专
家们对我省粮食作物减肥增效，粮食
生产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充满信
心。

根据项目目标，到 2019年，我省
将推广新型肥料和减肥增效新技术面
积3000万亩，带动农民粮食生产每亩
节本增效5~10元，累计增加社会效益
1.5亿元至 3亿元。课题主持人、省土
肥站研究员葛树春说，通过粮食作物
减肥增效，不仅可助力河南粮食继续
丰收，还将奏出农业绿色发展交响
曲。③7

（上接第一版）提升村卫生室医疗服务
水平，也打通了群众就医、问诊不便的

“最后一公里”。
“截至上月底，全县共完成远程心

电诊断 6531 例，远程会诊 15211 次，
在线问诊 54140 次，群众不出村子就
得到了上级医疗机构和专家团队的诊
治，逐渐形成了一个‘基层首诊、上下
联动、双向转诊、急慢分治’的就医新
格局。”郏县卫计委主任张广杰说。

家医签约 健康有了“守门人”

“俺现在签约的有家庭医生，还能
定期免费体检，大医院的服务项目，在
咱农村一个也不少，既省钱，也不耽误
下地干活。”5月 25日，郏县白庙乡赵
庄村村民刘道正，谈起家庭医生签约
团队的服务，赞不绝口。

作为百姓健康“守门人”，家庭医
生团队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
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等服务。郏县以
智能分级诊疗平台为抓手，推动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做到“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延伸至每家每户，让群众真正拥
有自己的健康“守门人”。

今年 4月，郏县为全县 14家乡镇
卫生院配备了智能健康体检车，并为

家庭医生团队提供了健康一体机设
备，定期为农村群众进行健康体检，推
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建设。

“健康体检车上装有生化分析仪、
心电图等医疗设备，能够进行健康体
检、B超、血常规等检查。”郏县白庙乡
卫生院副院长陈琦飞告诉记者。由他
带队所组成的白庙乡卫生院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已经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为 25 个村的村民进行了健康体检。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他
们携带健康一体机，上门签约服务，开
展健康管理。

“在智能健康体检车上，化验结果
和个人健康信息等数据，会同步传输
到三大平台——政府监管平台、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和用户端。”据陈琦
飞介绍，行政管理、居民健康档案信息
和移动客户端可以实时互动，为签约
居民在线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转诊等
服务，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精细
化管理。

高效、便捷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使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进一
步凸显，既能够精准对接百姓就医需
求，又能够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和服务效率，不断筑牢基层医疗的

“网底”。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

人。目前，全县家庭医生已完成签约
46.51 万人，达到 80.88％的签约覆盖
率，6988名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签约
建档，并定期进行健康管理。”郏县卫
计委副主任贾国利说。

健康扶贫 合规费用“零花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建档立卡
贫困患者，实施“一对一”帮扶，筛选出
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根”，而郏
县打出的健康扶贫“组合拳”，使贫困
患者治好了“病根”，拔除了“穷根”。

“医疗总费用8653.44元，基本医疗
报 销 6509 元 ，中 原 农 业 保 险 补 助
1498.81元，财政医疗救助500元，个人
自费145.63元。”郏县渣园乡黄门村村
民赵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冠心病在

郏县中医院住院17天，原先他一直为医
药费发愁,出院结算时看到自己才花了
100多块钱，感到非常“省心放心”。

让贫困人口看病就医“省心放心”
的背后,是郏县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工
作，书写出的一张“民生答卷”。据了
解，郏县目前有贫困村 60个，贫困户
3464户，贫困人口 6998人，其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有 2240户、4350人，分别占贫困户和
贫困人口的64.66%、62.24%。

郏县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
口的“痛点”，对症下药，在推进“兜底”
保障、就医便捷、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
方面迈大步、出实招，亮点频现，健康
扶贫工作不断放大、升级。

去年7月，郏县投入健康扶贫专项
资金 700余万元，在省、市建立五道医
疗保障防线基础上，增设第六道“兜底
防线”，对全县贫困人口实施县内住院
合规费用“零花费”。

“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
幼保健院3家县级公立医院和14家乡

镇卫生院住院的贫困户，住院花销经
基本医保、大病医疗保险、困难群众补
充医疗保险、市县贫困人口补充医疗
保险、民政医疗救助等五道医疗保障
制度报销后，剩余合规费用减去医院
相应救助和减免政策后，全部给予报
销。”郏县副县长乔东涛说。

“以前没钱看病，有病只能苦熬，
现在可以先看病后掏钱，甚至不花
钱。”郏县王集乡王集村贫困户刘某曾
因脑梗塞而住院。医院里设置的扶贫
床位、“绿色通道”等为他住院看病带
来了不少实惠。

据了解，郏县在县、乡两级公立医
疗机构共设置扶贫床位 215 张，对贫
困人口就医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

“两免五优先”制度；并设立贫困人口
综合服务窗口，实行一站式结算等服
务，方便贫困群众看病就医。

“以往患者出院报销，需要往返于医
保中心、保险公司、民政部门等多个机
构。建成健康扶贫管理系统，设立一站
式结算窗口后，患者出院当天，所有费用

都能够在5分钟内，一次性全部结算清
楚。”郏县中医院院长林宪军介绍。

健康扶贫实施“兜底防线”，其专项
资金还特别增设门诊慢病扶贫基金池，
将 慢 病 贫 困 患 者 门 诊 报 销 提 高 至
100%，实现慢病门诊“全报销”，切实解
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今年前四个月里，全县累计为
2736名住院贫困患者，发放“兜底”补
助资金 36.25 万元，为 4576 名门诊慢
性病患者，发放“兜底”补助9.37万元，
减少了区域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
发生概率。

一项项增进人民福祉的医改举措
在郏县开花结果，郏县也先后获得“全
国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全国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国农村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居民健康卡普及应
用先进单位”“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我们将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的基本原则，继续探索‘互联网+
医疗健康’郏县模式，实现上下级医疗
协作、优质资源共享，优化家庭医生签
约智能化服务，助推健康扶贫，全力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为群众提
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郏
县县长丁国浩说。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5月 26日，游客在宁陵县孔集乡王福来村鹏飞生态农业园里采摘富硒甜
瓜。该生态园30多棚绿色无公害富硒甜瓜逐渐成熟，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带
动当地60多户群众脱贫致富。⑨3 吕忠箱 摄

5月27日，新郑市辛店镇驴头郭村村民在金色麦田里收割小麦。连日来，新郑小麦进入成熟期，陆续开镰收割。⑨3 刘栓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