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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15名）

马书龙 孔祥群 刘 萍（女） 刘法峰 苏晓红（女） 李建涛
李洪连 杨炳旭 杨娅辉（女） 张生起 罗金荣 周红霞（女）
赵 勇 黄保卫 薄学斌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曹萍）在“家
门口”看得好病是城乡百姓的期盼。
我省加快推进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着力破解百姓看病难题。如今，
这项工作进展如何、成效怎样？1月 8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在郑州召开
的“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
事落实情况”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我省
以“四引”（引平台、引人才、引技术、引
管理）为抓手，着力补短板、求突破、上
水平，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初
步成效，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供给能力
明显增强，区域疑难危重疾病医疗水
平明显提高，患者省域外转率明显下
降，儿童、心血管等学科基本实现“大
病不出省”。

2016年 12月，全省卫生与健康大
会明确提出创建心血管、肿瘤、儿童、
脑血管、器官移植、中医骨伤科等六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立“政府引导、
医院主体、政策扶持、部门协同”的工
作机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
需求。2018年，省委省政府把“加快六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纳入河南
省重点民生实事，明确年度任务加快
推进。

截至目前，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有 33 项医疗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其中心血管中心的人工心脏植入
术和脑血管中心的干细胞移植术治疗
帕金森病国际领先，儿童医疗中心的
疑难重症病种覆盖率、核心技术覆盖
率均超过国家标准，器官移植中心的
儿童肾脏移植保持国内领先，有效提
升了诊疗服务水平；先后引进建设了
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研究、心血管药
物临床研究、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冠
心病防治、消化器官移植等一批重点
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同时引进两院院

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41名，获批
国家级科研项目 29项，医学科研能力
明显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六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已全部引入国家级平台。率先
建成投运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引
入国家卫健委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研
究、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脑血管中心已挂牌北京天坛医院技术
合作医院及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河南分中心；儿童医疗中
心挂牌“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河
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形成共建合力；肿瘤中心与美国
荷美尔研究院合作共建中美（河南）荷
美尔肿瘤研究院，与中山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协同发展医院；中医骨
伤科中心与法国骨科协会建立合作关
系。对标国内外顶尖学科单位，带动

了承建单位现代医院管理理念逐步树
立，管理水平全面跃升，管理效率不断
提高。

另据了解，为打造建设六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我省已累计投入 11.7
亿元专项资金。2018年，省财政安排
国家卫健委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研究
重点实验室设备购置项目一次性补助
经费 4000万元，为国家级研发平台提
供大力支持；2019年，省财政安排政府
专项债券 13.5 亿元，为六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下一步，我省将从加强能力建
设、平台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入手，对
标国家标准、对标国内外高水平医疗
机构，全面提升科研、诊疗、服务能力，
努力打造区域医疗人才、技术、科研、
管理高地，使其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功能地位和发展目标相适应。”省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2018 年，
全省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 146 万人、
乳腺癌免费筛查 147 万人，免费产前
超声筛查 71.16 万例、免费血清学筛
查 79.64 万 例 ，新 生 儿“ 两 病 ”筛 查
119.97 万例，新生儿听力筛查 118.94
万例……1月 8日上午，在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
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第三场新闻发布
会上，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郜秀菊公
布的一组数据令人倍感温暖。

继 2017 年将免费开展预防出生
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列入
重点民生实事后，2018 年，我省又把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列为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并新增“对全省

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低保的适龄
妇女免费开展一次宫颈癌筛查和一次
乳腺癌筛查”，进一步扩大了免费筛查
覆盖面。

郜秀菊表示，一年来，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安排，省妇联、省卫生健康
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相关责任单
位积极工作、狠抓落实，推动全省“提
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民生实事
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全省各级财政共
安排项目资金 8.01 亿元，并全部按时
到位。

各项目标任务超额完成。截至
2018年年底，全省完成宫颈癌免费筛
查 146 万人，乳腺癌免费筛查 147 万
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省完

成免费产前超声筛查71.16万例、免费
血清学筛查79.64万例，孕产妇早中期
产前筛查覆盖率为 64.05%，高出目标
要求19.05个百分点；新生儿“两病”筛
查119.97万例，筛查率为96.49%，高出
目标要求6.49个百分点；新生儿听力筛
查118.94万例，筛查率为95.66%，高出
目标要求10.66个百分点。

免费筛查工作成效显著。2018
年，通过筛查，全省共确诊各类乳腺癌
590例和良性病变 3940例，确诊各类
宫颈癌 1052 例和其他病变 9065 例；
发现高风险孕妇 10957 例、唐氏综合
征高风险人数 37538 例、开放性神经
管缺陷高风险人数 3119例、其他异常
人数 3164例；确诊苯丙酮尿症（PKU）

279 例、甲状腺功能低下症（CH）831
例，发现先天性耳聋高风险儿童 6805
例。这些患者和患儿都得到了及时规
范的转诊救治和随访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郜秀菊说，实施这件民生实事，让
更多的妇女儿童和家庭感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温暖，共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普及了健康知识，唤醒了更多群众的
健康意识；发现了一些高风险人群和
病症患者，为其做好预防和治疗提供
了及时的帮助。下一步，将在普及健
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建设健康环境
上下功夫，为提高全省妇女儿童健康
保障水平、实现中原更加出彩作出积
极贡献。③8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 7日至 9
日，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八届三次全会
在郑州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九三学社中
央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
了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九三学社河南省委监督委员会
工作报告。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
社河南省委主委张亚忠在会上作工
作报告。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到会
致辞。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以建
设“思想更加坚定、履职更加坚实、组
织更加坚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
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深化“一体两
翼”工作布局，推进“三个一”重点工
作，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提升组织整体化水平、扩大参政议政
成果、彰显社会服务综合效应、推动
社内监督理论实践创新、强化机关参
谋执行职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
作出更大贡献。③5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新年伊始，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
显示：郑州常住人口突破千万。和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减少相
比，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常住人口
连年大幅净流入，格外引人关注。

郑州城市人口何以破千万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郑州常住
人口增速保持在 1.2%至 1.6%。为什
么郑州能够保持人口的稳定增长？郑
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得
益于郑州得天独厚的“区位+枢纽”优
势，以及作为一亿多人口大省的省会、
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等因素。进入
新时代，“三区一群”建设和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等政策优势叠加，使郑州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城市规模扩张、品

质提升，城市吸引力大为增强。
正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有力拉动了产业、人才、人口在郑
州的快速集聚，推动了郑州跨越发
展。全省务工人员约 1200万人，其中
400 万人聚集省会，以往“东南飞”的

“孔雀”争相“回乡就业创业”，源源不
断为郑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入新阶段

专家认为，人口破千万是郑州发
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
志着郑州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开启了向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体系
中更高层级城市迈进的新征程。

大都市支撑起发展大平台。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乘势奋进，加快构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
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焦电子

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
及医药、铝及铝精深加工、现代食品制
造、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等七大主导
产业，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
要》提出，到 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规
模为 1100 万人，2035 年达到 1350 万
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国指出，要综合
施策，从集聚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口
和高质量扩张经济总量两个方面，着
力提升郑州的经济和人口首位度，并
以此进一步增强郑州的集聚效应和辐
射带动能力。

城市公共管理面临新课题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化，
要关注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题。

王建国说，要切实解决城市发展

中的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妥善处理郑
州“容量小”与“长块头”、大规模建设
与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集聚人
口与提升素质等矛盾关系，注重提升
城镇化人口质量。

目前，郑州正在强力整治城郊接
合部、铁路沿线，治理大气污染，持续
改善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
优良环境。郑州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机结合，加快
推进商都历史文化区、古荥大运河文
化区等“四大文化片区”规划建设，加
快建设奥体中心、文博艺术中心等“四
个中心”，增强城市软实力和吸引力。

面对新课题，承受新考验，展现新
作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的郑
州，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为统揽，奋力谱写新时代发展新篇
章。③6

人口破千万 郑州迈入城市发展新赛道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三

“两癌”免费筛查任务超额完成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四

33项医疗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八届三次全会召开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政协第十二届
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 1月 14日在郑州召开。建议会议的议程
为：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
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
席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
他有关报告；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审议
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秘书长名单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11名）

万 根 王克俊 王宏昌 方启雄 孙晓红（女） 李俊峰
杨雪琴（女） 张利芳（女） 范玉龙 高树森 唐玉宏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20名）

万丽华 王 璋 刘应安 刘朝瑞 刘翠平（女） 孙玉宁 李忠榜
谷光亚 张海云 陈 颖 陈晓东 单增建 赵海燕 秦海彬
徐元鸿 曹世强 寇志平（女） 韩文涛 曾 凯 谢先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同意接受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吕明义、刘应安、孙玉宁、李
忠榜、徐元鸿等 5名同志辞去常务委员职务的请求。上述决定提请政协第十
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各委员组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焦锦淼因涉嫌违
纪违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免去焦锦淼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王洪领、方波、段玉
良、段爱冬（女）等4人，因涉嫌违纪违法或受到党内重处分，根据《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撤销王洪领、方波、段玉良、段爱冬（女）等4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二届河南
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王树山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不再担任委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关于撤销王洪领、方波、段玉良、段爱冬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接受
吕明义等5名同志辞去省政协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关于免去焦锦淼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 月 8日，河南华
讯方舟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科研人员正在测
试自主研发的飞行控
制系统。该公司成立
了无人机研发实验室，
拥有一支50人的技术
团队，核心技术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产品广泛
应用于军警安防、航空
摄影、能源巡检、农业
植保等方面。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