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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快讯

新闻速递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创建食品安全省
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017 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 1194.64
亿斤，居历史第二高位；规模以上食品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24 万亿元，继续稳居
全国第二。同时，全省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整体水平稳中有升，主要农产品监测合
格率保持在 97％以上，畜产品监测合格率
在 98.3%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在 97.2%以
上。“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 2230 个，基地
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0%。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河南省政府食品安全办主任、省食药监
管局局长薛云伟介绍，5月 30日，河南省政
府印发《关于建设食品安全省的意见》，提出

通过 3—5年努力，把我省建成食品安全大
省，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提供更加坚
实保障的奋斗目标。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食品安全省创建，既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既要推
进社会共治，还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要以食品安全省建设为主线，严格遵循“四
个最严”，及时总结食品安全示范县、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好的经验和做法，推动我省食品
安全工作全面提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
动全社会关注、参与食品安全的积极性，严
格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源头严
控、过程严管、风险严防，加强化肥、农药、兽
药等农药投入品使用和监管，形成共治、共
建、共享的食品安全格局，让百姓吃得更安
全、更放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打造“河南好粮油”品牌
确保食品安全

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流通大
省和粮油食品加工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粮油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格外重大。

河南省粮食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乔心冰
介绍，近年来，省粮食局大力推进粮油深加工
和主食产业化，在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同时，
强化粮油食品安全保障；同时，组织实施了“粮
安工程”危仓老库维修改造、仓储智能化升级、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等一批
重大工程和重要建设项目，新建了一批现代化
粮库，由此大大提升了粮油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群众粮油食品安全满意度不断提高。

根据实际，省粮食局完善实施了“中国
好粮油”行动计划的河南方案，着力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的好粮油及放心粮油
品牌，以“好粮油示范县”“好粮油省级示范
企业”及“河南好粮油”“河南放心粮油”系列
产品等三个层次扎实推进，进展顺利。

实现从“中原粮仓”
向“国人厨房”的跨越

本次启动仪式由省政府食安办副主任、
省食药监管局副局长王景峰主持，来自省直
机关、地方政府、食品企业的代表围绕宣传
周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引起了积极反响。

郑州市副市长万正峰介绍了共同建设
“食安郑州”，倾心打造一批“好粮油”“放心
粮油”品牌和企业，实现“中原粮仓”向“国人
厨房”跨越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豫粮集
团董事长张培贤、伊利集团总裁助理包智勇
表达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为河南经济
发展作贡献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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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以“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8年河南省暨省会郑州食品安全宣传周主
场活动和河南好粮油、放心粮油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省人大、省政协、省食安办、省食药局、省粮食局、郑州市政府
等相关单位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食品企业代表、省会市民等2000余人参与活动互动。省农业厅、省畜牧局、省食药监管
局等17个单位策划了系列主题日活动，实现食品安全共治共享。

创建食品安全省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近日，民权县卫计委组织召开了健康扶贫专题会议，
印发了《健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并
将 2018年作为健康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按照“大病集
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的工作思路和要求，围绕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
好病、方便看病、少生病，开展健康扶贫领域作风不实、工
作推动不力、贫困群众获得感不强等问题的专项治理，推
动健康扶贫工作深入实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民权县卫计委坚持将健康扶贫融入工作全过程，紧
紧围绕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切
实提高健康扶贫群众满意度。

（孙琰）

日前，郑大一附院药学部药动药效实验室采用质谱
技术，迅速为一名服用不明成分药物而中毒严重的患者，
成功分析出所服药品主要成分，为实施下一步治疗明确
了方向。

患者孙某，入院后被诊断为肝硬化失代偿期、消化道
出血，经会诊，患者近期服用一种成分不明药物，白色小
瓶，内含小黄片。诊治专家考虑到患者有银屑病史，怀疑
其可能是药物中毒，经过与临床药师沟通，将患者血样和
残存药片送至药学部药动药效实验室进行定性分析，在
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即明确了患者服用甲氨蝶呤（治
疗银屑病）过量而导致药物中毒。这为临床医生及时采
取进一步治疗措施，提供了依据。

（周厚亮）

7月 24日，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举行“河南省中医药
青苗人才培养项目拜师仪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
书记周文贞，副院长王希浩、范军铭、李毅萍以及首批中
医药青苗项目指导老师及其继承人、部分科室医生、护士
代表等共同参加了拜师仪式。

按照河南省青苗人才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经个人申
报、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河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党委审定、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严格遴选，最终确定
杨小平、薛爱荣等 6名医师为全省首批青苗项目指导老
师，娄静等18名同志为首批青苗项目继承人。

周文贞代表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向 6 位青苗
项目指导老师及 18位继承人表示祝贺，并希望指导老
师和各位继承人以“承医德，学医术，济苍生”为目标，实
现教学两相长，师生同进步，续写中医药文化“传承”新
篇章。 （孟洁）日前，“第三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暨第

三届河南省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术年会”在郑州顺利召开。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福
建中医药大学第二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上海瑞金医
院等知名医院的百余名专家亲临会场，全国千余名消化科医生参加
了会议。

与会专家分别从中医、西医的角度，就消化领域当前的最新技
术与发展前景，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议沿用上年学术报告、
手术演示、网络直播的办会形式。当导播将远在河南省中医院门
诊 4楼消化内镜中心的手术现场画面同步传输到大会现场的大屏
幕上时，参会人员能清晰地看到 4位专家在 4个手术操作间手术的
全过程，并能随时远程向主刀医生提问，1000 多名医生直呼这样
的学习方法“过瘾”。

会议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主办，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河南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等联合承办。

(赵卫卫)

民权县开展健康扶贫作风治理

质谱技术解决毒物分析临床难题

青苗人才培养 延续岐黄薪火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术年会在郑召开

日前，鹤壁市卫计委主任杨明辉等一行到市中
医院调研指导工作，就该院内部管理、南院区医院
建设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杨拥军)

近日，焦作市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到马村区
安阳城街道庞冯营村开展健康扶贫工作，医务人员
为群众进行了咨询、量血压、心电图等方面的义诊
服务，受到群众欢迎。 （王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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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华通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工作单位及职务姓 名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以上排名不分主次）

根据省委统战部、省工信委、省人社厅、省工商局、省工商联《关于评选表彰第五届河
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通知》（豫人社函[2018]121
号）精神，经有关方面推荐、综合评价、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评委会审核研究，拟将薛景霞
等 100名同志作为第五届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中原出彩优秀建设者）表彰人选，并将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大会上予以表彰。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听取意见，现将人选名单予以公
示告知社会。公示时间为7月 26日至 8月 1日。如有问题反映，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

邮件和信函等形式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反
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应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了
解核实。

电话：0371-65865600 65866787 邮箱：hnjyhd@163.com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16号中青大厦508房间 邮编：450003
第五届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26日

第五届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第五届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拟表彰人选名单公示公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拟表彰人选名单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