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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蹲点

省儿童医院对齐标杆提水平
（上接第一版）
“河南儿童不出省就可享受到国

际一流儿科专家服务”的阶段性目标
已经近在咫尺。

河南省儿童医院“对照标准补短
板、对齐标杆提水平”的创建引智计
划也全面启动。

不负众望
引智计划有力推进

2016 年 12 月，河南省儿童医院
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国家儿童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主体单位。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工作得到了河
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河南省儿童医院在院长周
崇臣的带领下，儿童医院围绕人才引
留、重点专科建设等中心任务，对创
建工作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部署，截

至目前，创建构架已经形成，具体工
作已经展开。

“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河
南省儿童医院发展备受瞩目。”王天
有教授在座谈会上谈道，“我们深深
地感受到周院长及其团队在创建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的努力和激
情，并备受感染。”

王天有表示，“我们团队将全力
以赴，把河南省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
科打造好。”

据王天有介绍，双方合作以后
将率先把干细胞移植专业建起来，
借力空间及地域优势，在河南省儿
童医院建设北京儿童医院的移植中
心，并以此为着力点把人才梯队的
培养、科研学术水平同时提升起来，
做大做强血液肿瘤科，把河南省儿
童医院打造成为我国“中南部血液
肿瘤中心”，为更多血液病孩子的就

医提供便利。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是

我国最大的集临床、科研、教学及培
训于一体的、建制最全的儿童血液
肿瘤中心。此次，王天有教授带来
的 11 位专家均是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儿童血液肿瘤界的教授、学者，
他们将在临床、科研、学术及疑难杂
症等方面进行直接指导，推动我省
血液肿瘤专业的发展，为我省血液
病 儿 童 带 来国内顶尖医疗技术的
保障。

河南省儿童医院近年来的发展
得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力扶持。

两周前，我国著名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专家、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专
家团队成员来到河南省儿童医院，双
方在耳鼻喉科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已
经启动。据了解，北京儿童医院共有
5个专家团队与河南省儿童医院进行

全面合作，并对河南省儿童医院的 4
个专业进行托管，“北京儿童医院郑
州医院”的牌子名符其实，河南儿童
享受北京儿童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
正变为现实。

锁定目标
人才培养规划科学

6 月 1 日下午，河南省主要领导
来到河南省儿童医院看望少年儿童，
送上节日祝福，并就儿童医院发展问
题进行调研。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全
体职工备受鼓舞。

一直以来，我省主要领导高度关
心我省 2300 万儿童的健康成长，高
度重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创
建工作，多次亲临儿童医院进行调研
和具体指导。面对创建中心的艰巨
任务，面对领导的嘱托，面对河南

2300 万儿童家长的期盼，河南省儿
童医院主动加压，锁定目标，瞄准短
板持续发力，着力破解人才“引”“留”
难题。

一方面，扩大多元对外合作的力
度，制定清晰的合作目标及任务，给
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发展以及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工作持续注
入活力。

一 方 面 ，建 立“ 人 才 引 留 ”机
制 ——“2125 人才提升工程”，让医
院拥有自我产生活力的能力。

第 一 个 数 字“2”，从 院 内 学 科
中，遴选 20 名学科带头人，进行培
养，提升。

第二个数字“1”，以柔性或全职
引进的方式引入 10 名高端人才，如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等。

第三个数字“2”，引进 20个国内

知名儿科医疗团队。
第四个数字“5”，在医院内部选

拔 50 位优秀的青年医生，作为医院
重点培养的人才，为医院的发展及中
心的创建工作积蓄力量。

“2125 人才提升工程”不但在优
质资源“接得住”上进行了规划，而且
在人才梯队“接得上”方面进行了前
瞻性的部署，成为补齐短板的关键
环节。

“人民群众的需求给了我们创
建的动力，省、市政府的支持给了
我们创建的底气，而我国顶级专家
在 支 持 创 建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我们备受激励。”周崇臣动情地
说，“相信在多方努力下，创建工作
一定会实现弯道超车，为我省 2300
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更为坚实的
医疗保障。”

（李冰 万道静）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6月 4日，记者从驻马店市政府

获悉，该市将按照“六个一”目标，建立“三项制度”考核，确
保“一次办妥”改革全面铺开、顺利推进。

驻马店市政府提出，全面推进“一次办妥”改革，按照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平台之外无
审批，7月底前达到“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
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
消”的“六个一”目标。要把握时间节点不延迟，6月初全面
推行“一次办妥”改革；从 6月 30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外资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套表格、一口办理”，做到无纸
化、零见面、零收费，大幅压减办理时间；7月底前，全面实
现不动产登记在申请材料齐全情况下10个工作日内办结。

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表示，要建立“最难办事局委和科
室评选”“服务事项联系明白卡”“行政审批和服务月考核”
三项制度，抓紧清除一切影响改革推进的体制机制，确保

“一次办妥”改革全面铺开、顺利推进。与此同时，将建立科
学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围绕服务事项受理率、一次办结
率、企业和群众投诉率等，严格进行考评奖惩，推动“一次办
妥”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③6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刘勰

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河清岸绿，风景如
画。作为周口市老城区的川汇区，短短半
年就变了模样。党员干部走在前，人民群
众有笑脸，生态环境绽新颜，“五城联创”为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群众共享的有力注脚

6月 3日清晨，家住川汇区七一路办事
处新闻街的李明，踱出家门晨练。街道平
整洁净，苗木郁郁葱葱。“这样惬意的日子
以前可不敢想。”李明感慨道。

新闻街是中心城区的一条背街小巷，曾
是一条断头路。过去，道路两旁私搭乱建、
游商占道、车辆拥堵等乱象不断，居民苦不
堪言。自去年下半年川汇区按照周口市统

一部署迅速启动“五城联创”工作后，通过持
续整治，断头路打通了，出店经营的小饭馆
消失了，这条“烦心路”终于成了“舒心路”。

不只是新闻街，位于人和办事处太平
社区的幸福花开小区，环境优美，设施现
代。人和办事处副主任海颖说，这个小区
是附近一个村子拆除后新建的，村民转型
做市民，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同时，配套建
设了居民活动室、党员议事亭和养老服务
站，把群众也凝聚了起来。

一条条整洁宁静的小巷，正是“五城联
创”的有力注脚。川汇区通过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联动推进，并投入 4490余万元，打开了
城市管理的新局面。

绿色发展的践行途径

初夏时节，沙颍河水面上，3条垃圾清
理船正清理着水草。退休教师赵其盈指着
河面说：“有了这3条船，河里再也不见垃圾
了，政府真是下了大劲。”

赵其盈的感受反映了众多市民的心声。

周口地处传统农区，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城区
公用设施不健全。让老城区扮新妆，成了市
民们的新期待。在“五城联创”中，为了让市
民的生活环境更加优美，川汇区采取新建绿
地、凿地植绿、拆硬铺绿、见缝插绿等措施，一
片片街头绿地辟出来，一座座游园建起来。

拆迁改造老城区，建筑垃圾哪里去？
在该区建筑垃圾移动破碎处置现场，记者
看到，一片瓦砾之中，3架垃圾破碎机把一
块块建筑废料“吃”进去，经过破碎、筛分
后，“吐”出了不同规格的砂石，同时，钢筋
也被筛选出来。这些砂石将会被制成一块
块透水砖、植草砖、护坡砖，为“海绵城市”
建设提供优质原料，通过资源节约和循环
利用实现绿色发展。

干部作风的检验标尺

“五城联创”，任务多、要求高、战线长，
对干部作风是一场考验。党员干部必须有
敢于担当、不怕困难的勇气，必须有一抓到
底、务求实效的干劲。

七一西路的“肠梗阻”现象曾多次被市
民诟病，在这两三公里的路段上，马路摊位

有 2000 多个，每至交通高峰，车辆难行。
为了管理好这段路，荷花路办事处城管中
队中队长赵东林为商户划定临时市场之
后，一天天、一遍遍劝导，到了饭点，就地一
蹲吃盒饭。赵东林还别出心裁地搞出一套

“微信量步工作法”。他把中队所有队员加
入一个微信运动群，每个人的运动步数可
即时在群里显示。赵东林说：“每天两万
步，就是把辖区巡察两到三遍的步数，截屏
一发，干没干到位一目了然。”

在“赵东林们”锲而不舍的劝导下，辖区
的交通明显得到了改善。可以说，七一西路
的“肠梗阻”是“赵东林们”用脚步走通的。

一条条大街小巷的蝶变，体现了干部
作风的转变。广大党员干部不怕苦、不怕
累，连续作战，攻坚克难，用过硬的作风保
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得到了群众
的“叫好”“点赞”。

“创建工作不仅优化了城区环境，也锤炼
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川汇区区长
李宗喜表示，该区将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通过

“五城联创”，让城市发展更有活力，让生态环
境更加美丽，让群众生活更加幸福。③8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许庆宇

5月 31日上午 11时，接到了河南高新
装配式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成立的登记
资料；下午 3时，新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作人员陈景科便将办好的营业执照
交到了公司法人代表许志民手中。

“以前起码得跑三趟以上，最少需要一周
时间！”拿着营业执照，许志民感慨地说，项目
有专人全程跟踪服务，所有手续有人专门代
办，全部办好用时不到4个小时，令人赞叹。

在这背后，是新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努力。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的要求，2017年 9月，新乡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率
先行动，精简机构、全员聘任，绩效考核、薪
酬激励，砸掉了干部手中的“铁饭碗”，释放
了干部干事热情。

5月 31日上午，记者在高新区行政服
务中心看到，便民服务大厅里颇为“冷清”，
不见了排队办事、人满为患的场面。服务
中心副主任智慧告诉记者，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务实现了电子化办理，一次性办结率
超过 60%，在符合条件、资料完备的情况
下，大部分手续一个工作日办结：“线上跑
得多了，往返跑得就少了。”

“新的体制机制，逼着我们提高效率。”陈
景科说，改革前，他只需干好投资评审业务即
可，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改革之后，他还要
兼顾项目前期各种手续办理、项目建设和管
理等。如果干得好，预期收入会比原来翻一
番，但如果考核成绩不佳收入则会比原来大
幅下滑。由于聘任合同一年一签，每个人都

有量化的任务指标，完不成任务就可能丢掉
“饭碗”，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滥竽充数？

“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新乡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薄学
斌说。近几年，高新区承担的社会事务日
益增多，日趋行政化，机构臃肿，部门职责
重叠交叉。在全国高新区的排名逐年倒
退，改革势在必行。

去年 9 月底，高新区完成体制机制改
革，内设机构由 35个缩减为 15个，科室从
122个缩减为 59个；全员聘任、可上可下，
双向选聘中 9.7%的人员落聘，36个中层正
职 21人被“降级使用”；构建动态激励的薪
酬管理体系和强调贡献的绩效考核体系，
收入与贡献挂钩，达不到要求就自动淘汰。

向人事向薪酬“开刀”，给自己“动手
术”，从根子上刺激着干部职工的“神经”，工
作效率显著提升，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取得
新突破。2017年签约项目57个，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23个，是2016年的两倍还多。
打破“铁饭碗”，走活整盘棋。今年前5

个月，高新区新签约及完成注册项目24个，
是去年前 9 个月签约项目数量的 171%。
薄学斌说，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新的体制
机制释放的“利好”会越来越多。③6

老城“变脸”记

新乡高新区 改机制调薪酬激活力

专家点评

机构臃肿造成互相推诿，让爱偷懒的

人过上了“安逸”的日子——但这对努力干

事的人却是极大的不公平。新乡高新区体

制机制改革向人事和薪酬“开刀”，奖勤罚

懒，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干事热情，也营造了

一种“以实干论实绩，从实绩看德行，从德才

用干部”的导向，直指“病灶”，成功给自己

“动手术”，让机体恢复了活力与健康。③6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蒋占峰）

驻马店：

“三项制度”考核
力推“一次办妥”

本报讯（记者 谭勇）6月 4日，河南省垃圾治理工作省
级联席会议发布通报，农村垃圾治理通过省级达标验收的
省直管县（市）有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滑县、长垣县、邓
州市、永城市、固始县、鹿邑县，省直管县（市）中仅新蔡县未
通过省级达标验收。

2017年 12月 5日至 2018年 2月 28日，由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会同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等部门，组成河南省农村垃
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小组，对10个省直管县（市）农村垃圾
治理进行了省级达标验收。

依据省级达标验收办法，此次验收主要通过现场查阅
资料、实地核查、随机访问等方式进行。所抽查的乡镇均由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随机确定，共抽查了 46个乡
镇、387个行政村，其中对每个省直管县（市）选择一个乡镇
进行全域检查，共计 10个乡镇、218个村庄。达标验收主
要围绕农村垃圾治理“五有”标准和“四个环节”展开，即是
否有“稳定的保洁队伍、长效的资金保障、完备的设施设备、
成熟的治理技术、完善的监管制度”，以及“扫干净、转运走、
处理好、保持住”环节是否健全等，重点对村庄垃圾治理成
效进行检查。

从验收的情况看，绝大部分省直管县（市）对农村垃圾
治理工作比较重视，村庄“脏乱差”现象得到根本改观，人民
群众对此项工作的参与度、认可度明显提高。

对验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省级达标验收小组及时向
当地政府进行了反馈，责令限期整改，并通过暗访等形式，
对前期存在问题较为集中的部分县市治理情况进行了再次
实地核查。③7

农村垃圾治理成绩单公布

视觉新闻

5 月 31 日，安阳县韩陵
镇梨园村村民在分拣刚采摘
下来的西红柿。该村在人行
安阳县支行 1.2 亿元支农再
贷 款 的 支 持 下 ，流 转 土 地
3500 余亩，发展蔬菜种植合
作社社员300多户，一亩拱棚
净收入 1.5万元，带动了群众
致富。⑨3 王建安 摄

1.2亿元
“贷”农富起来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接省防办通知，燕山水库上游
突降暴雨，水库需要开闸泄洪，请水文突击队启动应急测
报。”6月 4日，全省水文防汛应急测报演练在燕山水库举
行，演练现场总指挥发出指令。

燕山水库位于沙颍河主要支流澧河上游的甘江河上。
根据此次演练设定场景，上游突降暴雨，水库开闸泄洪，水
文应急突击队队员迅速赶赴现场，对河道内的水流速度、流
量进行测报，为下游防汛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来自全省的
130多名水文应急抢险队队员，参加了此次应急测报演练。

此次演练中，高科技水文设备一展风采。超声波剖面
测流仪，只要放入水面中，其自带的探测仪就可以深入水
下，通过水中细小的参照物测定水流速度；电波流速仪，工
作人员在桥上让它对着河水表面，一分钟内就可以测得水
流速度；遥控船测流，可让测流更加精准和快捷。

“极端天气下，不仅要测得准，还要报得出。”省水利厅副
厅长任强说。在演练现场，突击队员不仅可以通过手机APP、
北斗卫星报汛，还可以通过亚洲五号卫星、短波电台报汛。

据介绍，目前全省水文系统的测报站点有 8800多个，
原来测定河水流量需要 3个小时，现在只需要 10分钟，雨
量和水位监测也全部实现了自动化。③9

我省开展水文防汛应急测报演练

测流速只需1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