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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记者11月 22
日获悉，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管理局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在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将推动中医药在疾
病预防控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要求各级疾控机构、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在业务工作中，充分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探索构建“预防
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疾控工作体系。

当前，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由以治
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基于
大健康理念，以预防为主、关口前移越
来越受到重视。“我省是中医药大省，
发挥中医‘简、验、便、廉’特点，建立具
有中医特色的慢病管理和治疗模式，
将中医药‘治未病’理念融入疾病预防
（养生）和宣教体系。”省卫计委疾控处
处长张伟平说。

《意见》从加强疾病控制机构中医
药能力建设、拓展传染性疾病中医药
防治领域、丰富慢性病中医药防治内
涵、搭建健康管理服务中医药阵地等
几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强化中医
药的突出作用。“增加疾病预防控制相
关专家组中中医药专家成员比例，发
挥中医药在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诊疗
中减毒增效、缓解症状、降低不良反应
的独特作用，将中医药慢病干预纳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二级以上中
医医院全部建立‘治未病’科，都是此
次《意见》中的亮点。”张伟平说，通过
这些措施，让更多专家加入到疾病防
控中来，让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
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③5

二级以上中医院
全部建立“治未病”科

□本报记者 卢松

11月 16日，早上8点，60多岁的退
休党员王群芝，准时来到所在楼栋一楼
的第六党群联络点值班。值班室建有
小型书吧、放有便民工具箱，方便群众
娱乐和生活。社区居民生活中遇到大
事小情，都会找王群芝反映。

“邻里矛盾调解，老年人心理疏导
等，当场解决或上门服务。解决不了的
事，向社区党委汇报，协调社区服务中心
办理。”王群芝说，居民反映的问题都登
记在册，必须向他们反馈结果，“每月 5
日，社区党委还会安排人员电话回访。”

去年 3月，洛阳市涧西区郑州路街
道南村社区设立 7个楼栋党群联络点，
王群芝便和社区 10多名老党员当上志
愿者，跑前跑后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

在涧西区的社区内，除了楼栋党员
志愿者队伍外，还活跃着一支社工服务
团队。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人郝丽曼介绍，仅今年 8月，长乐
社工组织就开展了 92场活动，“活动最
密集时，一天举办4场”。

今年 3月，长乐社工组织进驻武汉
路社区后，一方面积极联系医院、商家等
社会资源，一方面调动社区30多名党员
志愿者积极性，先后开设了10多门自选
课程，辖区居民可免费参加学习。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申请
高龄津贴、办理二孩生育证、申办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等，居民都少不了跟社区
打交道。如何让群众到社区办事儿更
省心更方便？去年 7 月，涧西区投资
4000万元建立“四位一体”社区公共服
务综合信息平台，在全区 54个城市社
区推行，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记者现场点击公共服务综合信息
平台发现，信息系统中设立了政务通、
服务通、活动通、社区动态等诸多功能
板块，能满足社区居民各种生活需求。

此外，涧西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
息平台还与组织、卫计、民政、残联、人
社等相关部门的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开
设了综合受理窗口，119项社区公共服
务事项实现“一窗式”受理。

南口社区党委书记俞靖华介绍：“公
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投用后，居民办业务
平均等待时间由25分钟减少到7分钟，
社区工作人员平均每天的业务办理量从
过去的8件增加到目前的15件。”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河南省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11月 22日，省环保厅
有关负责人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
本次修订将原有重污染天气预警四级
标准调整为三级，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减
排比例，细化机动车减排措施、扬尘污
染控制措施，增加了区域联动等内容。

调整预警分级标准。将原有重污
染天气预警四级标准调整为三级，取消
蓝色预警，改为“健康防护提示性信
息”，当预测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
值>200 持续 1 天时，随空气质量预报
信息发布。调整后重污染天气预警共

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
明确预警启动、解除、调整条件。

当预测到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相应
级别预警启动条件时，各城市人民政府
应提前 24小时以上发布预警信息。空
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
以下，且预测将持续 36小时以上时，可
以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并提前发
布信息。当监测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严
重污染，且预测未来 24小时内不会有
明显改善时，应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尽早
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

明确区域应急联动。当达到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区域应急联动
启动条件时，相关城市要按照相关预警
提示信息，及时加强研判并启动相应级
别的预警。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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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公布

取消蓝色预警 细化减排措施
政策解读

相关链接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本报通讯员 柴栋梁

三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环境凌乱、
设备陈旧、队伍涣散、财政入不敷出的

“烂摊子”,甚至连自己职工生病都不
愿意在这里住院；现在，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环境优雅、人潮涌动、春意融融的

“新医院”，月均收治患者人数较三年
前增长113%，“一床难求”的局面成为
常态，医院年综合效益也比三年前增
长了125%。

是什么激活了这家医院的发展
引擎？

“近年来，我们以国家推进‘医养
结合’试点为契机，积极构建‘互联
网＋医养结合’新模式，走出了一条

‘医养结合、康养一体、老年及社区综
合服务相结合’的发展新路，在为社会
提供医疗和养老‘双保障’的同时，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
升’。”该院负责人说。

“医养结合”破解“家庭难
养、医院难收”难题

“要不是你们，我们的日子不知道
该咋过！”11月 21日，在平顶山市第二
人民医院宝丰分院，70岁的孙付云激
动地说。

去年5月，孙付云的丈夫突发脑出
血，成了植物人。她哭红了双眼，“两
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继续住院，高额
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难以承担；接回家
吧，我一个人照顾起来实在力不从
心。”在医院的建议下，她将老伴转入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在
这里，老人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护
理。入院 5个月来，情况一天天好转，
现在，已经能和人作简单交流了。

当前，许多老人身患多种疾病，
常年徘徊于医院、家庭之间，形成了

“家庭难养、医院难收”的尴尬局面。
为此，该院率先探索“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打造临床医疗、现代康复、老年
养护、健康管理“四位一体”医疗模
式，为老年患者提供专业诊疗和日常
护理服务，使他们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

据介绍，该院养老康复中心自去
年五月运行以来，先后收治涵盖心脑
血管病、肿瘤晚期等 20 个病种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 300余名，还有许多患

者在预约等床位。目前，医养结合二
期、三期工程正在建设中，竣工后，将
新增床位200张。

“日间照料中心”打造“没有
围墙的养老院”

“叔，您的血脂、血压都很正常，血
糖稍微有点高，加强运动，少吃一些糖
分高的食物。”11月 22日，在宝丰县铁
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平顶山
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的医护人员
为何振卫老人做过体检后说。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又被老人
和他们的孩子亲切称为“第二个家”。
在这里，老人不仅能够听健康讲座，做
康复训练，咨询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还可以和许多老伙伴一起跳舞、打球、
下棋、上网、就餐等。“过去，孩子们一
上班，我们在家就觉得冷清，有了这样
一个好地方，我们不寂寞了，也不用担
心突发疾病，感觉‘医生’就在身边，孩
子们可放心啦！”何振卫说。

针对当前医养结合模式大部分由

专门机构承办，老人离开熟悉的生活
圈，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有所下降的
弊端，该院着力完善“社区养老”“居家
养老”新模式，将医养服务延伸至社
区，在不改变老人生活环境的前提下，
向老人提供社区和家庭医养服务，既
解决了老人的精神养老需求，又解决
了医疗需求。

为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今
年 10 月，该院与宝丰县民政部门联
合，在铁北社区创办了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中心设有心理疏导室、阅览
室、影视放映室等十几个活动区域，全
部免费对老年人开放，为他们尤其是
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优抚
老人、低保或低收入老人提供日间照
料、健康档案管理、医疗救援、健康指
导、理疗康复、文化娱乐、心理慰藉、配
餐就餐等服务，受到老人的欢迎。

“互联网＋医养结合”守护
生命安全

“要不是这个小小的呼叫器，后果

真的不敢想！”11月 22日，躺在病床上
的胡玉河激动地说。

60岁的胡玉河是宝丰县铁东社区
一位居民，患肺病已 16年。几天前的
一个深夜，睡梦中的他突然感到胸口
像堵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情急之
下，他按下了手边的居家养老紧急呼
叫器上红色的“SOS”键。急救车就及
时赶到，将他送进了最近的平顶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

医养对象 80%以上为孤老、失
能、半失能和智障老人，生活中存在
较多的健康安全风险，因此，生命安
全管理是“互联网＋医养结合”中重
要一环。

该院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辖区医养对象建立了电子健康档
案，掌握医养对象既往病史和身体
状况，评估可能发生的风险。同时，
通过创新“互联网＋”模式，建立集
用户端、医生端、政府管理端为一体
的智慧医养信息平台。一旦医养对
象发生意外，可第一时间按动手中

的紧急呼叫器，系统自动将求助者
的姓名、性别、年龄、既往病史及所
在位置等信息，发送到 24 小时值守
的医养平台上，做到及时报警、快速
反应、迅速处理。

今年以来，该院已经为辖区 530
多名医养对象建立了健康档案，并
为部分居家养老的重点服务对象发
放了紧急呼叫器，实施远程问诊、紧
急求助、用药指导等服务 2000 多人
次。

目前，该院通过互联网，已初步勾
勒出“一二三四”的“互联网+医养结
合”新模式：即打造一个医养结合养老
服务体系，通过医院养老康复中心、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两个中心”的运行，
让医院、社区、家庭“三个支点”互联互
通，最终实现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优
质医疗资源与基层医疗需求、医疗机
构职能与社区公卫服务职能、院内医
疗服务与院前医疗服务的“四个融
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深入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我们将
不断努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乐，不断提升他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该院负责人
说。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

“互联网＋”开辟“医养结合”新模式

11月 18日，工作人员在许昌中央公园道路上绘制 3D枫叶景观。据
悉，手绘 3D景观，就是将画作展示于地上以求得立体的艺术效果，或直接
以地面为载体进行绘画创作，观众通过巧妙的站位，进入营造的3D立体空
间，畅享3D艺术画的奇幻感觉。⑨6 牛书培 摄

医疗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1 月 22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为
深化全省交警部门“放管服”改革，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全面推动车驾管
业务向县级车管所下放工作。今后，
驾驶人考试、补换驾照车牌，均可在县
级车管所办理。

所有县级车管所均可办理小(微)
型载客汽车注册、变更、转移抵押及注
销登记业务；优秀县级车管所及有条
件的县级车管所可以办理货车、中型
载客汽车注册、变更、转移抵押及注销
登记业务。

县级车管所和城市交警大队按照
相关规定，办理机动车牌证业务。主要
包括：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的质押
备案、解除质押备案，补发、换发机动车
登记证书，申领和补领、换领机动车牌
证，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各县级车管所均可办理小型汽车
（C1、C2）驾驶人考试初次申领、增加准
驾车型申领的受理、考试以及宣誓发证、
档案管理等业务。此外，县级车管所和
城市交警大队按照相关规定，还可办
理驾驶证补证、换证业务等。驾驶人
身份证号码、姓名及联系方式变更备
案等业务，也可在县级车管所办理。

“以前群众在办理上述车驾管业
务时，需要到市级车管所才能办理，往
返跑路，费时费力。”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有关负责人说，“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将逐步向县级车管所下放车驾管业
务，2019 年 6月底前，上述车驾管业
务将全部下放完毕。”③8

考试、补换驾照车牌
县级车管所也能办

10月 31日，生态环境部回应《北京
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 年修
订）》取消原有的蓝色预警时称，社会治
霾力度放松是误读，取消蓝色预警是为
调整优化资源，使得每次政府的重污染
天气预警都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发挥
最大的效果。蓝色预警启动时间仅为
一天，从发布预警履行政府的行政审批
程序，到通知相关单位采取措施，需要
一定时间，因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不确
定性和应急减排措施的提前性，使得蓝
色预警在提前采取应急减排措施方面
效果并不理想，已采取的强制性减排措

施也难以在最佳时段发挥真正作用。
此外，考虑到经过近几年大气污染

治理，全社会污染物排放强度已有一定
程度降低，环境部也调整了橙色预警启
动 条 件 ，降 低 了 门 槛 ，将 以 前 预 测
AQI>200持续 3天且AQI>300持续 1
天的橙色预警启动条件，修改为AQI>
200持续 3天即启动橙色预警。“一方面
可优化集中调度资源，有效应对更严重
的污染过程，另一方面也符合当前公众
对空气质量的更高要求。”生态环境部
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说。

（综合自新京报、北京青年报）

为何取消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根据实际污染浓度(AQI日均值

达到 500时)情况，有条件的幼

儿园、中小学校停课，并合理安

排停课期间学生的学习生活

在本地现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基础上，确保二氧化硫、烟(粉)

尘、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再减排

3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比例达到20%以上

实施力度更大的机动车限行措

施，特殊公共保障车辆除外③5

标准

措施

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

（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

值＞300 将持续 2天（48 小时）及

以上；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 500

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已安装空气净化装置的幼儿

园、中小学及时开启空气净化

装置；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停止

室外课程及活动

医疗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

急诊，增加医护人员

在本地现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基础上，确保二氧化硫、烟(粉)

尘、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再减排

1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比例达到10%以上

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和砂石运输

车辆禁止上路，开挖土石方的

挖掘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停止

作业

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

（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

预警条件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标准

措施

在本地现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基础上，确保二氧化硫、烟(粉)

尘、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再减排

2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比例达到15%以上

增加公共交通运输运力，保障

市民出行，有条件的地方可由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减免公交乘

车费用

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2

天（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

别预警条件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标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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